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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 會 女 子 乙 組 混 合 泳 接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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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妮破塵封 11 年港績
「我們打破了保持 11 年的紀
錄，確實不容易。」香港游泳隊
教練符梅告訴記者。11 日晚，
簡稱「二青會」）女子乙組 4×
100 米混合泳接力決賽中，香港
代表隊以 4 分 19 秒 55 的成績，
打破香港青少年在該項目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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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的紀錄。

4×100 米混合泳接力預賽中，
女子乙組
由馮雪瑩、鄭渝、劉平兒、謝安晴四名

小將組成的香港代表隊發揮不錯，以 4 分 22
秒43進入決賽，並在決賽中以4分19秒55名
列第六，創造了香港青少年在該項目的新紀
錄。據悉，原紀錄於 2008 年創造，成績為 4
分20秒79，至今已保持11年之久。
「我很滿意，比預賽成績快了將近 3 秒（2
秒 88）。」符梅介紹，四名隊員是第一次搭
檔接力，賽前沒想到會打破紀錄，預賽成績
出來後，發現有機會衝擊一下，隊員們在決
賽中都很努力，成功破了紀錄。

同日，香港游泳運動員還參加了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乙組女子 200 米蝶泳等比賽。何
肇倫在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比賽中進入決賽；
乙組女子 200 米蝶泳預賽中，劉平兒以 2 分
17 秒 07 的成績名列第十，雖無緣決賽，但劉
平兒對自己的成績很滿意，「2 分 17 秒 07 是
我的最佳成績，比之前快了0.03秒」。
「在接下來的比賽中，不會給隊員們壓力
和包袱。」符梅認為，「都是十三四歲的孩
子，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希望隊員們通過
比賽，多積累大賽經驗，做最好的自己。」
■中新社

游泳屬小眾項目
香港的訓練方式與內地有所不同，訓練在
課餘時間進行，這也意味着她們既要完成功
■二青會女子乙組
二青會女子乙組4
4×100
100米混合
米混合 課，又要保證訓練。香港游泳隊教練員蔡曉慧
泳接力賽在山西省體育中心游 坦言，游泳在香港體育項目的序列中，屬於
泳館舉行。
泳館舉行
。 中國體育圖片 「小眾」項目，全港專業游泳運動員只有10名
左右，隊員們能打破紀錄，「殊為不易」。

■新一季標準流浪領導層帶
同球員正式會見新聞界。
同球員正式會見新聞界
。

■何肇倫躋身男子乙組
50米背泳決賽
50
米背泳決賽。
。中新社

港劍手戰二青會 取經練隊伍

在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以下

■ 邵 家 晉 及 教 練 Sandro
Karoly Neuhold。
Neuhold。 劍總圖片
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簡稱「二青
會」）劍擊項目比賽昨日正在山西省朔
州市懷仁體育館進行。
香港劍擊隊領隊湯振傑告訴記者，二
青會對香港運動員而言，是一次很好的
交流機會。尤其是對香港劍擊隊的 24
名年輕運動員，可謂是「挑戰與機遇」
並存。
今年 18 歲的邵家晉，每周會用 15 到
20 個小時來訓練，在香港，平時從家
到訓練場的途中會花費不少時間，但他
沒想過放棄。
在二青會體校組男子佩劍個人賽中，
邵家晉以 14：15 的成績惜敗太原第二
體校的侯新禹，止步十強。邵家晉認
為，贏得比賽的難度比較大，內地運動
員的速度和水平比他想像中要快要高。
「輸了比賽，就要明白為什麼輸，還
能在哪兒進步。每次比賽要從中摸索對
手的打法，總結經驗。」這次的比賽讓
邵家晉意識到，除了速度，他還需要多
練一些手上的動作。
「香港隊目前的成績不是太好，還沒
有拿到獎牌，但從運動員在場上的拚搏
精神來說，我還是比較滿意的。」香港
劍擊隊總教練鄭兆康坦言，這次帶隊來
參賽主要是為了鍛煉隊伍。 ■中新社

中國男排錯失直入東奧良機

港超貧富懸殊 流浪四百萬組班

■上季完後無人問津的杜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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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重返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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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因夢想FC
退出而重獲港超資格的標準流浪，昨日召開
記者會見傳媒，會方將以 400 萬班費組軍，
僅達富豪球會富力 R&F 的 8％，「貧富懸
殊」程度是歷年之冠。
經過一年港甲征戰後，流浪今季重返港
超，球隊秉承多年來的青訓宗旨，給予年輕
球員亮相職業聯賽的機會，鄧樂文、陸建
鳴、陳栢浩及鍾昇霖會留隊，並招攬了去季
在港超球隊落班的黃本煒、李鍶泓、盧梓
杰、潘柏安、彭林林及麥富城等，此外還有
前小港腳陳瑋樂，以及小將文偉峰和盧兆崎
加盟。
流浪今季主要靠會長莫耀強、副會長蔡連
鴻、黃澄輝及周文傑支持作賽，預算班費約
400 萬，比起 5,000 萬班費的富力 R&F 有極

大差距。會方表明會「靈活運用有限資源」
組軍，今季多位向友會借來的球員，流浪都
只需要提供訓練及比賽機會，不用負責薪
金，大大減輕負擔。
會方已向富力R&F借用門將姬向爭、謝偉
俊及麥富城 ，劉智樂則是由香港飛馬外借。
外援陣容方面，來自南美洲的艾斯、巴辛、
簡尼迪及杜馬思都已經歸隊。此外，也補充
了09年東亞運足球金牌隊長歐陽耀冲，以及
未獲元朗留用的杜馬思等等具經驗球員；去
季教練團成員黃展鴻更會兼任球員。
流浪本月初已到廣州富力基地集訓 7 天，
會方選定了屯門鄧肇堅運動場為主場，這是
考慮到該區人口近 50 萬，盼透過落區凝聚
球迷，同時吸引青年加入流浪青年軍，為香
港球壇培育未來接班人。

東京奧運會男排資格賽 F 組比賽 11
日晚在寧波落幕，當晚中國男排以 2：
3 不敵阿根廷男排，共獲得一勝兩負，
排名第三，無緣提前晉級東京奧運會。
東京奧運會男排資格賽 F 組共有中國
隊、阿根廷隊、芬蘭隊和加拿大隊四支
球隊參加，爭奪一張東京奧運會入場
券。首場比賽中國男排以 3：1 擊敗芬
蘭隊取得開門紅，但第二場比賽中國男
排苦戰五局，一度兩次手握賽點，但沒
能把握住機會，以 2：3 憾負加拿大
隊。
迎戰最後一個對手阿根廷隊，這是中
國男排的生死戰。根據前兩輪過後的積
分，中國男排只有以 3：0 或 3：1 戰勝
對手才有可能獲得 F 組頭名，從而獲得
東京奧運會男排比賽直通資格。
最終，阿根廷男排三戰皆勝積 8 分排
名第一，拿到東京奧運會入場券。加拿
大隊兩勝一負位列第二，中國男排一勝
■ 中國球員江川
中國球員江川（
（ 左 ） 在比賽中進 兩負位居第三，芬蘭隊三戰皆負墊底。
■中新社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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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艇世青賽落幕 中國摘兩金

長話
短說

2019 年世界青年賽艇錦標賽 11 日在日本東京海之森水上競技場落幕，中
國隊獲得2金3銀1銅，緊隨德國隊之後，排在獎牌榜第二位。
中國隊獲得金牌的項目是女子八人單槳有舵手、女子四人單槳，銀牌來自
女子四人單槳有舵手、女子雙人單槳、女子雙人雙槳，銅牌來自男子四人單
槳有舵手，此外還在男子八人單槳有舵手項目中獲得第四。
■新華社

國籃新戰袍亮相 盼火箭升空

中國帆船隊大獎賽獲分站最佳
當地時間 8 月 11 日下午，國際帆船大
獎賽第四站考斯站在英國懷特島落幕。因
為天氣險惡，周六的賽事被迫取消，兩天
賽事壓縮到一天，最終六支船隊在周日於
索倫特海域上進行了三輪群發賽，直接決
出冠軍。
中國隊在新的翼帆調控加入之後，整
體能力有了極大的提高，加上穩中求勝的
戰略部署，獲得了分站賽最好成績——
第三名，在總積分榜上列第五。
澳洲隊以穩定的技術和狀態直下三
場，再次登上了分站賽頒獎台。英國隊在

第一輪中出現器材損壞，再次被迫退賽。
中國船隊絞盤手劉明賽後非常激動：
「雖然連上三場，但是比賽的時候我腦子
裡只有戰勝對手這個信念，完全沒有留後
路。第一場風浪太大，但是後兩輪我們就
開始適應，經過這麼多站的比賽，團隊變
得更有凝聚力，今天的表現我給自己打
85 分，給隊伍打 90 分。我相信，馬賽站
會有更好的表現！」
考斯之後，便是國際帆船大獎賽第一
賽季的最後一站，9 月 20-22 日，最後的
總冠軍將在法國馬賽決出。
■中新社

■ 中國帆船隊
在比賽中。
在比賽中
。
資料圖片

即將在主場征戰籃球世界盃的中國男籃日前身披全新世界盃戰袍在北京亮
相（見圖）。本月 31 日，他們將在小組賽首戰中對陣科特迪瓦隊。中國男
籃新球衣以紅、黃為底色，並在領口與肩膀位置添加了白色。據介紹，本次
的中國國家隊世界盃隊服以「火箭升空」為靈感來源，採用回收聚酯製成，
每件球衣使用了約20個回收塑料瓶。
本屆男籃世界盃將於 8
月 31 日 至 9 月 15 日 在 北
京、上海、南京、武漢、
廣州、深圳、佛山和東莞
8 個城市舉行，是中國首
次舉辦世界頂級籃球賽
事，也是首次有 32 支球隊
參加的世界盃。本屆世界
盃上，中國隊和科特迪
瓦、波蘭、委內瑞拉隊同
在A組。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