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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執教 21 載 率隊屢獲殊榮

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

縱有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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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劍擊隊近年成績彪炳，張家朗、江旻憓及蔡俊彥等一個個
本地劍手的名字漸漸登上世界舞台，作為幕後大腦的鄭兆康功不
可沒。來港 21 載的他以總教練身份帶領港隊在大型運動會中屢獲
殊榮，鄭兆康強調香港劍擊仍處於發展階段，要不斷力爭上游才
可在世界劍壇佔一席位。
10 年之久，
祖籍廣東的鄭兆康曾為國家隊効力達
其間兩奪亞運團體賽冠軍及兩次參與奧運，

1998 年應邀來港出任香港輪椅劍擊隊總教練，8 年前
更成為香港劍擊隊總教練至今，為港隊現時的「黃金
一代」打下基礎。
來港擔任劍擊教練工作 21 年，鄭兆康見證着香港
劍擊由業餘到專業的發展過程：「那時的香港劍擊隊
只有 4 個劍種，整體水平也偏業餘，並沒有太高的目
標。現時的成績是經過 20 年來幾代人努力的成果，
香港劍擊有了很大的進步，並漸漸與世界接軌。」

注重青訓 人才輩出
鄭兆康擔任總教練後首個舉動就是將男子重劍及女
子花劍正式納入港隊項目，他認為有力爭牌的重點項
目固然重要，但非重點項目也應該有發展的機會：
「資源有限下如何分配的確令人頭痛，我覺得每個項

目都應該要有公平發展，因此先把各個項目納入港隊
相當重要，詳細資源分配可以從長計議。」
一個運動要長遠發展，青訓向來是重中之重，新星
湧現絕非偶然，而是長時間深耕細作的成果。鄭兆康
表示：「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就非常注重青少年的訓
練。經過 8 年的磨練，這些青少年慢慢成熟，也取得
一些不錯的成績，完善的訓練制度及後勤保障是青訓
發展的關鍵。」張家朗及江旻憓年紀輕輕已被視為有
力在奧運創造佳績的好手，而比他們年輕的佘繕妡及
蔡俊彥等亦在青奧及青少年世錦賽中證明實力，足證
港隊的青訓系統運作良好。
雖然已在國際劍壇嶄露頭角，不過鄭兆康認為港隊
離世界頂尖水平尚有漫漫長路，唯有繼續努力，多參
加國際大賽，向強者們學習取經，香港劍擊才能更上
一層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 吳詠嵐
吳詠嵐（
（ 左 ）/黃雯靖打
敗新疆隊晉級4
敗新疆隊晉級
4 強。 新華社

■香港劍擊隊在二青會勇奪男子重劍團體銅牌
香港劍擊隊在二青會勇奪男子重劍團體銅牌。
。 劍總圖片

港劍隊摘銅 羽球沙排晉四強
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二青會）昨繼續
在山西進行。港將分別在羽毛球及沙灘排球
打入 4 強，有望為港代表團增添獎牌。而在
14 日晚，港劍擊隊在體校組男子重劍團體賽
中獲得一枚銅牌。
昨日，港羽毛球小將高城熙連戰 4 仗，不
僅夥拍楊霈霖殺入甲組混雙 4 強，同時也在
男單賽事兩連捷挺進準決賽。今日，他雙線

作戰，力爭獎牌（比賽設季軍戰）。
而在沙灘排球賽場，港隊組合吳詠嵐/黃
雯靖在女子甲組賽事以2：1戰勝新疆體育職
業技術學院競技體校隊，晉級 4 強；惟在準
決賽，以23：25、14：21不敵頭號種子、濟
南體校一隊，未能再進一步。對於今日進行
的季軍戰，兩港將直言志在必得。
至於 14 日晚進行的體校組男子重劍團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備受期待的 2019 世
界桌球──上海大師賽抽籤表
於 14 日晚間出爐。在 24 人邀請
賽賽制下，面對高額獎金，比
賽從第一輪開始，選手們就進
入了白熱化競爭狀態。首輪中
國兩位小將呂昊天、顏丙濤的
表現令人期待，第二輪如無意
外丁俊暉和羅拔臣的對決將是
一場硬仗。而最大的看點無疑
是卓林普與奧蘇利雲能否在最
後決賽短兵相接。
上海大師賽將於 9 月 9 日至 15
日舉行。根據賽程，除尚在進
行的全國業餘桌球大師賽冠亞
軍得主還不明朗外，其餘 22 位
出戰上海大師賽的選手名單全
部揭曉。目前世界排名前 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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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排球協會官網昨公佈了征戰亞
洲錦標賽的中國女排名單：朱婷休
戰，世聯賽第一主攻手劉晏含被任命
為隊長。
由於世界盃將於 9 月 14 至 29 日在
日本舉行，以及中國隊已在奧運資格
賽中獲得奧運資格，因此本屆亞錦賽
中國女排以小將為主打，陣中沒有一
位國家隊主力隊員。現年 26 歲的劉
晏含擔任隊長，她今年在所參加的國
際賽事中表現十分出色，特別是在世
界女排聯賽總決賽上力挽狂瀾，幫助
中國女排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戰勝
意大利及土耳其女排獲得季軍。
亞錦賽將於 8 月 18 日至 25 日在韓
國首爾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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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亞錦賽名單

主攻/接應：劉晏含、段放、金燁、仲慧、
王藝竹、杜清清、張軼嬋
副攻
：楊涵玉、高意、鄭益昕
二傳

：刁琳宇、孫燕

自由人

：倪非凡、王唯漪

張偉麗月底爭奪 金腰帶

中國女排征亞錦賽
劉晏含任隊長

UFC

的選手悉數參賽。世界排名前
16以外排名最高的 4位中國選手
顏丙濤、肖國棟、呂昊天、梁
文博及中國桌球協會推薦的趙
劍波、吳宜澤兩位新人將一起
組成「中國軍團」，在丁俊暉
的帶領下再次出征。
目前世界排名 9 至 16 位的桌
球大師將在第一輪全部登場亮
相，對於中國選手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挑戰。而第二輪比賽
中，世界排名前 8 的「超級大
師」們紛紛登場，其中就包括
了赫赫有名的「75三傑」。
對於上海大師賽，「火箭」
奧蘇利雲無疑是「人氣之
王」。在上海大師賽前 12 年的
歷程中，奧蘇利雲共奪三次冠
軍，同時也是上海大師賽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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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衛冕者。而今年卓林普的出
現或將帶來一股新氣息。本次
上海大師賽，奧蘇利雲、卓林
普分列上下半區。也就是說，
「卓奧決」或許將成為 2019 世
界桌球──上海大師賽最大的
看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夏微 上海報
道 ） UFC 深 圳 站 的
比賽將於本月 31 日
在深圳大運會體育中
心揭幕，兩位世界頂
尖的女選手—UFC
草量級冠軍安德拉德
與中國排名最高的挑 ■ 張 偉 麗（中）
戰者張偉麗將激情對 將與 UFC 草量
決，爭奪金腰帶殊 級冠軍安德拉
德 爭 奪 金 腰
榮。
擁有連續 19 場獲 帶。 資料圖片
勝傲人戰績的張偉
麗，目前正以 MMA 賽場上前所未 這場戰鬥作好充分的準備。」
作為全球頂尖的綜合格鬥賽事
有的速度崛起，「機會已經在我
手裡了，我絕不會讓它溜走。現 UFC，自被 Endeavor 巍美收購以
在我要做的就是在比賽中發揮出 來，已經成功在上海和北京兩地
成功推出賽事。即將在深圳舉辦
最大實力，展示精彩表現。」
而 UFC 草量級冠軍安德拉德表 的格鬥之夜賽事上將呈現中國史
示，「我認為張偉麗是一個非常 無前例的冠軍爭奪賽，體現出中
頑強的對手。她動作敏捷，出手 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以及 UFC 對
迅速且十分強壯。所以我必須為 中國的大力投入與認可。

流浪簽入安達 脊骨見雛形

滬桌球大師賽抽籤 期待卓奧決

賽，由何翰橋、劉昊峰、黃軒及楊均培組
成的港隊首輪輪空後，次輪挫大同體校隊，
殺入 4 強。準決賽，港隊面對廣東青少年體
校隊，以43：45惜敗。銅牌爭奪戰，港隊以
45：29 輕取長興少年體校，奪得港劍隊
在本屆青運會上的唯一獎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永淦）日前友賽僅賽和業餘
球隊All Black的標準流浪，
昨宣佈簽入巴西裔歸化球員
安達，成功相信他的加盟有
助球隊爭取護級。
流浪今季重返港超，惟因
400 萬班費所限，只能重用
年輕球員，另加部分失意
「軍人」組軍。現時簽入的
外援都是來自南美，分別是
艾斯、巴辛、簡尼迪及杜馬
思，今次再宣佈成功延攬36
歲的安達，脊骨漸見雛形。
安達司職防守中場，2011
年來港加盟當時由李志堅執
教的深水埗，當時譯名為比
達，季尾獲選入最佳陣容，
及當選最受球迷喜愛球星。
翌年轉投和富大埔，再度入
選最佳陣容；2013年上山轉
投南華，之後尚曾効力流浪
及黃大仙，2016年開始轉戰
業餘的東區及駿其，同時也
兼任成人足球班教練。今年
5 月領取特區護照後，一度
傳出會重返大埔，但最終落
戶流浪，得以重返頂級聯
賽。流浪首周聯賽將會於31
日作客旺角場鬥冠忠南區。
與此同時，30 日與愉園
合演聯賽揭幕戰的傑志，則
已完成為期 4 日的越南集訓
返港。此行兩場友賽戰績分
別是贏 Viettel FC 4：2 及負
越南U23代表隊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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