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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體育協
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大灣區青年運動員交流團活動
昨日在廣州揭幕，該活動旨在促進粵港兩地青年運
動員的運動技術交流，加快培養體育後備力量，
同時推動兩地體育界長期友好交流與合作。香
港交流團首批團員來自體操、網球、手球項
目，共 83 人，其中運動員 67 人。接下來，

■廣東省體育局局長
王禹平（右三）、香港
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副會長湯偉掄
（左三）等共同為活動
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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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在廣東二沙體育訓練中心、黃村體育
訓練基地與廣東運動員同期訓練和比賽，期
間，將有包括奧運冠軍在內的高水平運動員與
他們交流互動。

■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副會長湯偉掄致辭。
員會副會長湯偉掄致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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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青年運動員交流團活動廣州揭幕

促進粵港兩地年輕選手互動
近年來，粵港兩地體育交流活動日漸頻
密。去年 8 月廣東省第十五屆省運動

■香港青年運動員交流團開啟在廣州的訓練比賽活動
香港青年運動員交流團開啟在廣州的訓練比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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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間，廣東省體育局邀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委會訪粵，雙方就如何開展及推動大灣區
體育事業發展進行了會談，其中包括商定推
動灣區青年運動員交流計劃。12 月，該計
劃啟動並成功舉辦第一期活動，香港的羽毛
球、游泳、柔道等項目青年運動員、隨隊教
練及工作人員共 103 人前往廣州進行了運動
訓練、比賽和文化探訪等交流活動，取得明
顯效果。
此次交流活動，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出台後，粵港兩地推動的該計劃
下年度首個交流活動。昨日，交流團活動在
廣州啟動，廣東省體育局局長王禹平、香港
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湯偉掄等
參加。包括教練及隨行工作人員在內，此次
香港交流團一行共 83 人，其中運動員 67
人，年齡介乎 11歲至 16 歲。13日至 15日，
他們將在廣東二沙、黃村等訓練中心，進行
訓練和比賽，並在廣州、佛山開展文化探訪
活動。據悉，二沙、黃村訓練中心是廣東高
水平運動員培訓基地，被稱為「奧運冠軍的
搖籃」。
廣東省體育局局長王禹平表示，香港網
球運動水平較高，兩地青年運動員一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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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重返港超的愉園在球季開鑼
之前，已積極開展關懷社區活動，為近日充滿不和諧聲音的社
會增添一分暖意。
愉園上周派出由球員組成的義工隊，到深水埗香港基督教女
青年會林護紀念松柏日間護理中心，主持「足球小將顯愛心」
親善活動。中心一直與基層同行，為深水埗區的體弱及行動不
便之長者提供日間護理照顧、康復服務及群體生活。目標是令
長者能夠安享豐盛、獨立、有為的晚年。
球員們當日除了展示球技，令「老友記」掌聲不斷，同時亦
大玩問答遊戲，中獎者更獲送贈日用品。全日重點環節則是球
員們即席炮製健身夏日水果雜錦，與「老友記」一同分享。最
後的餘興節目，就交由潘文俊兒子沛軒與「老友記」合唱，共
同度過充滿笑聲的下午。
愉園新一季已選定斧山道運動場為主場，首場港超賽事為本
月 30 日晚上，屆時將作客旺角場，與傑志合演揭幕戰。為補
充防線力量，球會已邀得前元朗及理文中堅盧斯安奴加盟，之
前也已落實簽下前西班牙小國腳加維蘭。

黎松模型動力艇錦標賽摘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王尚勇 寧夏報
道）在剛閉幕的意大
利特雷維索 2019 年
世界航海模型動力艇
錦標賽中，代表中國
隊出戰的寧夏運動員
黎松摘得 Mini mono
項目（迷你電動方程
黎松（
（左）和梁靖晨合
式追逐賽）金牌，梁 ■黎松
靖晨獲得青少年組的 照。
MONO1項目（電動方程式追逐賽）銀牌。
此次錦標賽共有來自中國、俄羅斯、德國、法
國、意大利等18個國家及地區的200多名專業運
動員攜近 400 艘模型參賽，寧夏運動員黎松和梁
靖晨克服時差、飲食習慣、自身裝備器材以及與
裁判技術溝通等方面的不利因素，與來自世界各
國的頂尖高手展開激烈角逐，這也是寧夏航空無
線電模型運動協會選送運動員連續兩屆世錦賽代
表國家隊出戰。
與傳統的競技體育運動不同的是，航海模型運
動屬於非奧運項目，國家隊選拔隊員均是以上一
年度全國錦標賽中的成績為主要依據，且運動員
是自費報名參賽。今年 43 歲的黎松 2015 年開始
代表寧夏參賽，近年來在全國錦標賽中成績比較
穩定，始終保持在前 8 名。14 歲的梁靖晨則是在
2018 年全國青少年錦標賽中為寧夏奪得銀牌，
憑借優異的成績，兩名運動員今年 5 月被選入國
家隊，這也是他們首次參加航海模型動力艇項目
世界錦標賽。

■愉園球員探訪護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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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易建聯救主
中國男籃昆山賽全勝奪冠
2019 昆山四國男籃邀請賽
■易建聯
易建聯（
（右）在比
日前落幕，中國男籃在一場
賽中投籃。
賽中投籃
。 新華社
跌宕起伏的比賽中以 78：72
戰勝波多黎各，以全勝的成
績奪得本次賽事的冠軍。
繼上場率隊擊敗克羅地亞
後，易建聯本場再次成為中
國隊得分王，拿下 22 分和 8
個籃板，他在關鍵的第四節
中獨得 12 分，宣告自己已找
回最佳狀態。
易建聯之外，中國男籃其
他內線也表現不俗，王哲林
和周琦分別得到17分和12分，但外線方面 比賽僅得到10分。
全隊手感依舊不佳，18 次三分球出手僅中
中國隊此役正選名單和上場相同，由易
5球。
建聯、周琦、周鵬、郭艾倫和趙繼偉組
中國主教練李楠表示：「阿聯之前參加 成。開局中國隊打得不錯，憑藉內線優勢
的對抗訓練也沒幾次，希望他能更熟悉球 首節之後以 25：15 領先，第二節最多曾領
隊的打法，我們回去要總結這三場比賽出 先 15 分，不過波多黎各在本節後半段轟出
現的問題，在世界盃前達到最佳狀態。」
一波 11：5 的高潮，半場結束後將分差追
從當天對陣波多黎各隊的比賽看，如何 至 9 分。第三節中國隊陷入「得分荒」，
提高進攻效率是中國隊接下來需要解決的 被對手連續打出進攻高潮將比分反超，好
主要問題之一。本場比賽第三節，中國隊 在易建聯最後一節撐起球隊的進攻，拿下
一度陷入了長達 7 分多鐘的得分荒，整節 勝利。
■新華社

浙江選手二青會游泳項目攬 金

愉園開展關懷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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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賽，能夠互相學習，共同進步。訓練和
比賽期間，還將邀請一些廣東的奧運冠軍前
來，與訓練營成員互動交流。他透露，接下
來，廣東也會派出本省運動員到香港進行交
流。

全年料超 400 名運動員赴粵
湯偉掄指，去年底，曾舉辦首次交流活
動，根據青年運動員的反饋，效果非常好。
很多協會也希望帶隊前來廣東交流，目前正
在排期輪候：「今年全年，料有 12 個運動
項目的香港運動員前來廣東交流，人數超過
400 人。在技術交流、提升技能的同時，也
希望運動員們能夠了解大灣區。」
來自香港網球總會的教練鍾華明表示，
香港網球運動國際交流多，比賽經歷豐富，
而廣東體育設施齊全、場地多，一起訓練和
比賽，能夠取長補短，共同提高。
大灣區青年運動員交流計劃對促進粵港
兩地運動員技術交流、增進友誼和了解、加
快培養體育後備力量、密切兩地長期友好的
體育交流和合作關係，推動粵港兩地體育事
業繁榮和發展。主辦方指，接下來，粵港兩
地還將啟動更多行動，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體育發展，共同在國際體育舞台上為國爭
光，為大灣區建設作出更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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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將於日前的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
（二青會）
游泳賽場依然是主角，在當日進行的 12 個項目決賽
中，浙江選手奪取了其中的 6 金，其中，杭州陳經綸
隊的費立緯已將個人金牌數刷至4塊。
浙江小將在短距離自由泳中展現優勢，吳卿風和洪金
權分別包攬女子乙組、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冠軍。
2003年出生的吳卿風在10日的比賽中已斬獲了女子乙
組50米自由泳和4×100米自由泳接力兩枚金牌；洪金
權也幫助自己所在的杭州陳經綸隊獲得男子乙組 4×
100米自由泳接力冠軍，以及4×100米混合接力冠軍。
三金入賬的洪金權對自己的表現比較滿意，「我今
天前 50 米沒衝起來，後半程感覺還行，勉強達到自
己預期，原來想游到 49 秒 6 的水平，但今天的成績是
49秒94，還行。」
來自溫州體校隊的趙梁州在當日上午的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混合泳預賽中爆冷排在第九，好在隊友由
於賽程衝突讓出了決賽名額，趙梁州替補參賽火力全
開，以 2 分 3 秒 98 的成績奪魁。女子乙組 200 米個人
混合泳冠軍被寧波游泳隊的余依婷奪得。杭州小將費
立緯憑藉在男子乙組 800 米自由泳中的出色發揮，獲
得個人在二青會上的第四塊金牌。
■新華社

長話
短說

跆拳道選手聚鄭州切磋技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
南報道）為期三天的 2019 年第
六屆武動中原武術跆拳道大賽昨
日在鄭州開幕，來自河北、山
■約有 4 千多名
東、江蘇、北京、湖北等 10 個
選手參與盛會。
選手參與盛會
。
省市、298 支隊伍、4000 餘名選
手參加，交流切磋，獻禮祖國 70 華誕。賽事由河南省體育
局和河南廣播電視台聯合主辦，設置有跆拳道品勢、競技、
武術套路以及散打、空手道等項目專業比賽，從幼兒到專家
十個級別，包含男、女共兩百個組別，將決出上千枚獎牌。

軍運會跳水測試賽假武漢舉行
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跳水測試賽昨日在武漢體育中心游
泳館拉開帷幕。來自湖北等跳水隊的 25 名運動員以及 16 名
裁判員參加了比賽。本次跳水測試賽賽期為 1 天，設有單人
項目和雙人項目，單人項目分為男子/女子 1 米跳板、男子/
女子 3 米跳板以及男子/女子 10 米跳台；雙人項目分為男子/
女子雙人3米跳板、男子/女子雙人10米跳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