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美國奧委會、美國乒乓球
協會共同邀請，中國乒乓球協
會主席劉國梁率首位「超級全
滿貫」男子選手馬龍等中國乒
乓球運動員及教練於本月初赴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同美國
國家乒乓球隊進行為期20天的
共同訓練。
這是中國國家乒乓球隊第一

次赴洛杉磯同美國國家隊集
訓。參訓名單可謂星光熠熠，
馬龍、丁寧、許昕、劉詩雯、
樊振東等主力隊員均在列。
當地時間17日下午，連日來

封閉訓練的中美兩國乒乓球隊集
訓場地敞開大門，當地華僑華人

和喜愛乒乓球運動的美國朋友有
機會一睹世界冠軍的風采。
專程前來看望隊員們的中國

駐洛杉磯總領事張平說，乒乓
球是中國的國球，國乒是有着
光榮歷史的球隊，多年來為國
家贏得很多榮譽，是中國人心
目中的英雄和驕傲。乒乓外交
在中美關係史上具有重要作
用，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
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了很好的
鋪墊。
而劉國梁也表示，希望這次
美國之行，進一步為推動乒乓
球運動在全世界的發展貢獻力
量。 ■中新社

來自丹麥、Red Bull 的 4屆
Stand Up Paddling（SUP） 世
界冠軍Casper Steinfath 昨日在
西貢出席第5屆香港國際直立板
錦標賽，並以2小時3分39秒贏
得男子18公里賽事冠軍。
第5屆香港國際直立板錦標
賽共分為18公里、6公里、1.5
公里及200米短途衝刺賽。現
年25歲的Casper Steinfath，是
4項 ISA SUP世界冠軍，雖然

他的主項是短途衝刺賽事，但
憑着過人的實力及意志力，以2
小時3分39秒力壓一眾本地及
海外選手贏得 18公里賽事冠
軍，時間比第 2 名匈牙利的
2018年度世界冠軍Daniel Ha-
sulyo 快了接近 4分鐘，Daniel
以 2 小時 7 分 39 秒 15 完成賽
事，而香港的黃汝謙則以2小
時14分52秒81衝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丹麥名將稱王香港直立板賽

中美球星傳承乒乓外交精神

■■Casper SteinfathCasper Steinfath（（右右））與勁敵與勁敵Daniel HasulyoDaniel Hasulyo一度叮噹馬頭一度叮噹馬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
港桌球「一姐」吳安儀登上桌球壇
聖壇！香港時間周六晚，她獲邀於
桌球球壇上的最大舞台──克魯斯
堡劇院作賽，儘管未能奪魁而回，
已令小妮子高興不已，並坦言已寫
下職業生涯新一頁。吳安儀還許下
承諾，期望下
一次能夠憑實
力再在同一地
方為港爭光。
克魯斯堡劇

院是桌球世界
錦標賽男子正
賽 的 比 賽 場
地，只有世界
頂尖球手才能
在這「聖地」
亮 相 ， 「 皇
帝」亨特利、「火箭」奧蘇利雲等
都曾在這裡「登基」，是不少職業
球手夢寐以求的地方。克魯斯堡劇
院只在1998年及2003年主辦過女
子世錦賽，今年，女子桌球巡迴錦
標賽（Women’s Tour Champion-
ship）再次舉辦邀請賽，邀請世界前
4位女將，包括世界一組、12屆世界
冠軍伊雲絲、香港首席球手吳安
儀、英格蘭Rebecca Kenna及泰國

的Nutcharut Wongharuthai 獻技，
以淘汰賽形式決出冠軍。
吳安儀這次前赴「聖地」路途轉

折，她要先飛到倫敦，轉機到曼徹
斯特後，再駕車到列斯，然後才抵
達目的地，歷盡艱辛的過程與實際
情況不遑多讓。這位「四眼Que

后」首戰以
2： 0 力 克
Rebecca
Kenna 打 入
決賽，兩局
比分為 75：
61 及 92：
2。 另 一 邊
廂，死敵伊
雲絲則險勝
Nutcharut
Wongha-

ruthai2：1晉級。
決賽改為一局過決勝，吳安儀先

取兩分後意外打失黑波，被伊雲絲
把握機會，打出一Que 79分反勝。
吳安儀賽後透過社交網頁分享難忘
經歷：「另一個職業生涯里程碑！
這是我第一次，希望不會是最後一
次。繼香港大師賽後的另一個夢想
成真，下次再見希望是自己打進去
而不是被邀請。」

吳安儀登桌球聖殿
揭生涯新一頁

■吳安儀在比賽中。
資料圖片

■■吳安儀在吳安儀在「「桌球桌球
聖殿聖殿」」克魯斯堡劇克魯斯堡劇
院門前留影院門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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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個賽季貴為NBA總冠軍多倫
多速龍的一員，但至今林書豪未獲

任何NBA球隊開出合約。這位曾効力紐
約人、湖人、黃蜂、籃網及鷹隊等球隊
的華裔球星，在早前的個人分享會中一
度落淚。他表示：「這真是壓倒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草，人生真的好艱難。」更
有傳言指林書豪拒絕了來自歐洲勁旅莫
斯科中央陸軍隊的報價。
不過快將31歲的林書豪在新一季可能

踏上新舞台。據《北京青年報》消息，
林書豪極有可能在下賽季加盟北京首
鋼、登陸CBA，而林書豪團隊回應時亦
未有否認出戰CBA的可能性，只強調林
書豪目前仍未與任何球隊達成簽約意
向。

京籃簽入多名悍將受注目
林書豪較早前在出席商業活動時曾表

示會考慮去CBA比賽：「是否去CBA
要看身體的狀況，從NBA退下來的時
候，我有考慮去CBA打，除了要看身體
狀況外，還要看我是不是還想繼續
打。」
在今年休賽期，北京首鋼續約了翟曉

川、段江鵬和朱彥西等本土球員，外援

方面據說用超過300萬美元的年薪簽下
尼日利亞國家隊球員、前爵士隊內線球
員尤度，如今又可能簽約林書豪，新賽
季北京男籃勢必會成為CBA最受關注的
球隊之一。
林書豪在過去9年的NBA生涯中，先

後効力8支球隊，2012年協助約紐人取
得7連勝，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此後成
為該隊首發控球兼得分後衛。由於他的
英文名字為Jeremy Lin，故被傳媒譽為
「林瘋」（Linsanity）。上賽季，林書
豪轉戰速龍，拿下個人首枚NBA總冠軍
戒指，但季後賽僅上陣8場，平均出賽
3.4分鐘，場均貢獻1.1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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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1988年8月23日

出生地：美國加州托倫斯

國籍：美國

身高：6呎3吋（1.91米）

體重：200磅（91公斤）

位置：控球後衛/得分後衛

高中：加州帕羅奧圖高中

大學：哈佛大學

曾効力球隊

2010至2011年 金州勇士

2011至2012年 紐約人

2012至2014年 侯斯頓火箭

2014至2015年 洛杉磯湖人

2015至2016年 夏洛特黃蜂

2016至2018年 布魯克林籃網

2018年 亞特蘭大鷹

2018至2019年 多倫多速龍

未獲任何球隊青睞 NBA生涯進倒數

曾於NBA掀起

「林瘋」熱潮的美

籍華裔球手林書

豪有望加盟 CBA

（中國男籃職業聯

賽）！有消息指北

京首鋼有機會簽

入這位上季効力

多倫多速龍的球

星，不過林書

豪團隊則表示

尚未與任何

球隊達成

協議。

北京馬拉松11月初鳴槍開跑
記者從北京馬拉松組委會獲悉，2019年北京馬
拉松將於11月3日上午7點30分開跑。本月15日
上午10點已開啟預報名，組委會預計於10月上旬
公佈抽籤結果。
據介紹，今年北京馬拉松將有3萬人參賽，比賽
起點為天安門廣場，終點為奧林匹克公園景觀大道
中心區慶典廣場。比賽將設名次獎、中國籍運動員
特別獎以及破賽會紀錄獎：男子比賽成績在2小時
07分16秒以內，獎勵2萬美元；女子比賽成績在2
小時19分39秒以內，獎勵2萬美元。

■新華社

15歲歸化小妮奪澳新盃冠軍
據國際雪聯官網消息，在日前結束的2019-2020
賽季國際雪聯澳新盃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礙技巧比賽
中，15歲的中國選手谷愛凌（見圖）奪冠，成為第
一位在國際雪聯正式比賽中代表中國奪冠的歸化選
手。谷愛凌2003年出生於美國舊金山。今年6月，
她在社交媒體上宣佈自己今後將代表中國隊參加國
際賽事。
未滿16歲的谷愛凌從小接觸滑雪，自由式滑雪

坡面障礙技巧是她的強項。上賽季，首次參加世界
盃賽事的她在三站比賽中獲得一金一銀，最終位列
該項目的世界盃年終排名第三位。 ■新華社

長 話 短 說

▶林書豪（右）
上月出席CBA選
秀大會。

資料圖片

▶林書豪曾多次赴內地，
與小球迷互動。資料圖片

■北京國際馬拉松將於11月3日在天安門開跑。
資料圖片

■中美混血兒谷愛凌於今年6月宣佈代
表中國參賽。 facebook圖片

■林書豪在2012年協助紐約人取得7連勝。 資料圖片

■國乒「一
姐 」 丁 寧
（右）與南
加州大學球
員 握 手 致
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