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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詩蓓兩達 A 標
首位港將獲東奧資格

■何詩蓓奪得兩項東奧參賽資格
何詩蓓奪得兩項東奧參賽資格。
。 資料圖片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何詩蓓成港隊東奧「第一
人」！年僅22歲的香港游泳好手何詩蓓，
昨日於體院舉行的香港長池游泳計時賽，
分別於女子100米及200米自由泳達到奧
運A標，奪得兩個項目的東京奧運參賽資

格，繼里約奧運後再次成為港隊最快獲得
奧運資格的運動員。
剛從美國回港的何詩蓓首度出賽即有
好表現，於香港長池游泳計時賽女子
100 米自由泳初賽游出 53 秒 59，除刷新
自己保持的香港紀錄外，更成功達到奧
運 A 標獲得東京奧運的參賽資格。其後
這位 22 歲的年輕泳手於女子 400 米自由
泳首 200 米游出 1 分 57 秒 16 再達奧運 A
標，一日內連奪兩個項目的奧運資格。
里約奧運何詩蓓同樣是最快獲得奧運
資格的運動員，她坦言對今次能一日內連
達兩項奧運A標感到驚訝：「在美國剛剛
復操不久，而且之前訓練一直以短池為

主，今次出戰長池能達到兩項A標是有點
驚訝。」何詩蓓近年進步神速頻頻刷新香
港紀錄，不過始終與大賽獎牌無緣，上年
亦因傷未能出戰亞運，今年世錦賽及來年
東京奧運均是她發光發熱的好機會。何詩
蓓特意放棄出戰今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就是為了全力備戰世錦賽，希望
能翻開香港游泳歷史新一
頁，成為首位於世錦
賽奪牌的香港泳手。

■何詩蓓對自己有好成績也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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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方程式
第一千站比賽

F1 車手榜
車手（所屬車隊） 積分
咸美頓（平治）

咸美頓
上海站 稱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一級方程式（F1）中國站正賽的比賽，昨午在上海
國際賽車場落下帷幕，平治車隊的咸美頓以 1 小時 32 分 06 秒 350 的成績，捧起了 F1 第一

保達斯（平治）

68
62

韋斯達賓（紅牛） 39
維泰爾（法拉利） 37
勒克萊（法拉利） 36

F1 車隊榜
車隊

積分

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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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利
■ 一眾車手開香檳
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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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牛
雷諾
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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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美頓戰車率先
衝過終點。
衝過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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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站比賽的獎盃。其隊友保達斯周末表現一直很是搶眼，但可惜正賽起步時的失誤讓他遺
憾居次席。法拉利車隊的維泰爾位列第三。值得一提的是，因練習賽車輛損毀而未參加排
位賽的阿邦，從維修區出發，卻一路過五關斬六將躋身第十，成為本場正賽最
佳車手。另一邊，紅牛車隊加斯利最後一圈做出最快單圈，搶下1個積分。
F1 中國站的正賽開賽前都會有頗具中國特色的
每年開幕表演，而昨日的比賽，為了慶祝
F1 第一千站

這一歷史性時刻，取而代之的是，1996 年 F1 世界冠軍達
蒙希爾駕駛其父親格拉咸開過的蓮花 49B 福特賽車繞上
賽道一圈。格拉咸曾駕駛這輛搭載着福特 V8 發動機的賽
車，在1968年和1969年的摩納哥大獎賽上奪冠。

咸美頓起步上頭位
早在熱身圈，韋斯達賓和古碧沙相繼出現了打滑的情
況，而比賽的初始階段亦相當具有看點。起步時排在第
二位的咸美頓瞬間超越了桿位出發的隊友保達斯取得領
先，並在隨後的比賽中全程領跑。賽後採訪時，保達斯
直言，「我在起步時輪胎有些打滑。」
另一邊法拉利兩位車手的排序也發生了對調。緊接着6
號彎，基亞特與兩輛麥拿侖戰車發生了碰撞，諾里斯險
些翻車，底板和前翼的受損導致了他在第 53 圈的退賽。
基亞特被罰通過維修站，並在第 44 圈時進站退賽。而最
早退賽的，是在第17圈賽車出現故障的侯根保。

比賽進入第11圈時，車隊廣播告訴法拉利車手勒克萊，
「讓隊友維泰爾過去，讓隊友維泰爾過去」，於是第三名
的位置首度發生了變化。但似乎通過維泰爾對平治車隊進
行「攔截」的法拉利沒能想到，第14圈，維泰爾過彎時遭
遇輪胎鎖死，兩位法拉利車手的差距縮小至1秒左右，位居
第五的韋斯達賓逐漸逼近。第20圈，在排位賽後曾放話不
會讓維泰爾特別舒服的韋斯達賓，果然給維泰爾製造了些
麻煩，嘗試彎道超車，然未果。反倒是逼得維泰爾做出了
最快圈速1分36秒998。

法拉利決策引爭議
對於法拉利的決定，不僅不少車迷感到不滿，就連勒克
萊在賽後也表露出些許情緒，「我必須要理解大局，我要
和工程師們談談並了解這個決定，這背後要有個解釋。對
我來說這並不是一場很棒的比賽。」
第37圈，平治果斷作出兩位車手同圈進站的決定，出站後，
咸美頓依舊領跑，而保達斯掉至尚未進站的勒克萊後面。隨後的
一圈，維泰爾刷新了最快圈速至1分34秒836，保達斯則一直嘗

試重回第二位，並在第39圈時成功。

加斯利做最快圈速
還剩最後 5 圈時，勒克萊一度告知車隊戰車似乎出現
問題，但很快車隊回覆，「一切正常」。倒數 3 圈，眼
看排名已基本鎖定，紅牛車隊的加斯利選擇進站換上了
全新的軟胎，似乎要有所動作，果然，緊接着車隊廣播
告知了他目前的最快圈速。最後一圈，憑全新軟
胎，加斯利做出本場比賽的最快圈速 1 分 34
秒 742，在殘酷的競爭中，搶下了
寶貴的1分。
最終，咸美頓率先衝線，繼
2008年、2011年、2014年、
2015年和2017年後，第6次在
上海賽道捧盃。這也是其個人
職業生涯第75個分站冠軍，
並成為F1大獎賽的第一千場
比賽的冠軍。

CBA 易建聯 33 分
廣東三勝深圳拿到賽點

大勝夢想 FC 入決賽 理文菁英盃與元朗爭霸

■史提芬彭利拿
史提芬彭利拿（
（左）為理文先開紀
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在 4 月 27 日舉行的
菁英盃決賽，將由兩支注重青訓的球隊爭冠。理文昨
日憑鄭兆均直接間接建功，以 4：1 大勝夢想 FC，創
會短短幾季，首度打入盃賽決賽，將與佳聯元朗爭
霸。
兩支踏入下半季表現復勇的球隊對壘，雖然賽前灑
下攔門雨，但旺角場仍吸引到 1,019 人入座。理文 11
分鐘已由鄭兆均二傳史提芬彭利拿單刀得手打開紀
錄。完半場前鄭兆均禁區頂彎入世界波，助理文兩球
佔先。換邊後夢想 FC 一度控制戰局，但復出把關的
袁皓俊有穩健演出，理文一直保持不失，81 分鐘更
有余沛康單刀射成 3：0 奠定勝局。補時階段雙方各
建一功，干沙利斯射入極刑，夢想 FC 則由林衍廷破

蛋，將戰果改寫成4：1完場。

陳曉明：替余沛康高興

歐詠芝澳門壁球賽稱后
香港「一姐」歐詠芝於昨日的澳門壁球公開
賽決賽，以直落三局 11：5、13：11、11：8
擊敗馬來西亞球手劉薇雯獲得冠軍。世界排名
第 11 位、以首號種子身份出戰今屆比賽的歐
詠芝，在日前準決賽苦戰五局才能險勝印度球
手Joshna Chinappa殺入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歐詠芝（中）順利稱后。 香港壁總圖片

第三節，廣東打得極為耐心，控制場上
CBA 準決賽第三場
日前移師深圳繼續進 局面。易建聯下場休息後，深圳才找到機
行。最終深圳以 106： 會開始追分。廣東在威姆斯的帶領下穩紮
111 不敵廣東，易建聯砍 穩打，隨着他一次跳投得分，兩隊分差來
下 33 分 14 個籃板，率領 到 20 分。深圳隨後利用對手一次違體犯
規，打出8：0反攻。
廣東三連勝拿到賽點。
末節，深圳重演了上一場的逆戰：四次
上一場廣東在領先後鬆
懈，末節險遭深圳逆轉，本 外線命中，將分差縮小到 1 分。關鍵時
場彷彿是上一場的重演。本 刻，易建聯連續暴扣激發了廣東的鬥志，
場開局深圳連入 5 分，易建聯 此役他砍下全場最高的 33 分。最終，深圳
則帶領廣東隊頻頻打籃下得 以106：111再負廣東。
廣東主帥杜鋒賽後表
手 。 戰 至 19： 19 平
示，上一輪深圳曾逆轉
後，廣東主動變陣，以
北京晉級，表現出他們
一波7：0打停對手。首
在落後時始終不放棄的
節深圳 23：34 落後。次
意志。本場在領先後，
節開始，雙方攻防進入白
自己的球隊犯了上一場
熱化。深圳率先發力連得
同樣的錯誤，心態上又
5分，廣東還以顏色，將分
有所放鬆，再次被對手
差保持在兩位數。此後深圳
抓住機會。如果球隊想
進攻效率走低，聯防也未能
走得更遠，還有很多細
限制住廣東。隨着半場結束前
節要做好。
易建聯的灌籃得手，深圳以
■易建聯
易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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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成軍短短第二季，已成功打入盃賽決賽，
教練陳曉明賽後指全賴球員努力，他又解釋當余
沛康入球後高興得衝入場慶祝的原因：「他是一
位默默耕耘的球員，不論有沒有機會落場，平
日都會很努力，當見到努力的人得到回報，自
然是由衷地為他開心。」對於決賽對手元
朗，他則表示：「對上一次聯賽交手我已很
想決一雌雄，可惜我們很早便有球員被逐，
最終踢成 2：2，今次決賽相遇，一定很難
應付。」

長話 短說
北京半馬男女冠軍破紀錄
北京半程馬拉松於昨日鳴槍起跑。中國
選手劉洪亮和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切塔克勒
分獲男女冠軍，並雙雙打破賽會紀錄。兩
萬餘名選手在天安門廣場前起跑，結果劉
洪亮以 1 小時 5 分 24 秒獲得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方面，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塔克勒以
1小時12分21秒獲得冠軍。
■新華社

■咸美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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