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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亮相世錦賽 反勝丹麥組合

■李卓耀首輪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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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正 吳詠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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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永淦）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
世界羽毛球錦標賽，昨日進
入次輪賽事。香港新晉混雙
拍檔張德正/吳詠瑢首次亮相即反勝丹麥組合過關。
可惜「黑妹」葉姵延不敵馬來西亞的謝抒芽，與首天
被擯的香港「一姐」張雁宜同一命運，已緣盡女單賽
事。另外，中國羽隊（國羽）大滿貫球員林丹，則苦戰
3 局後以 1：2 被印度球手普蘭諾伊淘汰。

港隊首天賽事出師不利，女單張雁宜、男雙鍾瀚霖/譚進希、張德正/
楊銘諾，以及女雙吳詠瑢/楊雅婷都首圈止步。幸好在男單爭一口

林丹盼五戰奧運 無退役時間表
即將年滿 36 歲的國羽大滿貫球
手林丹，昨在瑞士巴塞爾進行的
世錦賽次輪賽事中苦戰 3 局、最
終以 1：2 被印度球手普蘭諾伊淘
汰。他日前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無
退役時間表：「自己也不知道是
不是最後一次參加世錦賽」。
這是林丹第 12 次參加世界錦標
賽，距他第一次參賽已經過去了
16 年，離他第一次奪冠已有 13
年，再有兩個月，他就年滿 35
歲，但他不願透露這是不是最後
一次參加該賽事。他說：「我其
實也不想賣什麼關子，但我自己

其實也不知道，希望自己一場一
場地打。」
林丹現在的目標是獲得足夠
的積分，爭取第五次參加奧運
會。但他坦言壓力很大：「剛才
又有人問有沒有壓力，我說肯定
有，即便打了這麼多年的世錦
賽，拿了很多冠軍，你既然想直
通東京奧運會，那就要很多積
分，要和同伴競爭。當然不但
我有壓力，其他人也有，因此
主要還是要保持好的心態，打
好每場比賽。」
■新華社

氣，先有李卓耀力克國羽球手黃宇翔，之後9號種子伍家朗遇上土耳其球手
Emre Lale則有驚無險，以24：26、21：6、21：13反勝出線，次圈喜遇瑞典
的 Felix Burstedt。若李卓耀下一圈爆冷打敗 3 號種子、里約奧運冠軍諶龍，便
有機會與伍家朗上演內訌。
混雙方面，首度亮相的張德正/吳詠瑢則帶來意外驚喜，落後首局 9：21 之
下，連贏兩局 21：17 反勝丹麥的 Niclas Nohr/Sara Thygesen。被列為 9 號種子的
鄧俊文/謝影雪則首圈輪空，直入 32 強。不過視明年東京奧運為「最後探戈」的葉
姵延，女單面對馬來西亞球手謝抒芽則力有不逮，只比賽 37 分鐘便以 8：21、18：
21見負，與張雁宜同樣「一輪遊」。

林丹無緣 16 強 史上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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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35歲國羽老將林丹，前日在男單首輪比賽，苦戰1小時18分鐘方以 16：21、21：
12、21：12 逆轉擊敗比自己大8 個月的越南「一哥」阮天明涉險過關。昨日在次輪比賽，
對陣印度球員普蘭諾伊。首局，林丹以11：21失利，隨後以21：13扳回一城。但決勝局，
林丹明顯體能下降，苦苦掙扎下最終以 8：21 不敵，無緣 16 強。這是林丹 12 次征戰世錦賽
以來最差戰績。
女單方面，6 號種子、國羽新銳何冰嬌迎戰日本美女大堀彩，力戰三局後以 21：15 18：21
21：12贏得對大堀彩的6連勝，晉級16強。

傳艾傑臣落戶羊城 披國足 9 號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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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世界盃外圍賽即將展開，
矢志晉級決賽周的中國男足（國
足）近期開始引入歸化球員，希
望在短時間內增強球隊實力。其
中繼早前李可首度代表國足亮相
後，在中超征戰多年的艾傑臣亦
將成為首位非血緣歸化中國國
腳，有望成為國足球迷的新寵
兒。有消息指這位來自巴西的前
鋒將落戶廣州，並會披起國足 9
號球衣，取中文名「艾克森」。
國足將於 9 月 10 日出戰首場世
界盃外圍賽第二輪對馬爾代夫，

日前NBA華裔球星林書豪有望加盟北京首鋼男籃的消
息鬧得沸沸揚揚，作為曾為「御林軍」奪得三座總冠軍
獎盃的功勳外援馬貝利，也對此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
表示林書豪若是加盟首鋼，將會使整個 CBA 受益，而且林
書豪還會很快學會北京方言。
「CBA 將 會 因
為林書豪為首鋼打
球而變得更加受歡
迎，這對於整個聯
盟來說是件好事情，
我認為林書豪很快就
能學會北京話（笑臉
表情）。」馬貝利在
個人社交平台上寫
道。
上賽季林書豪從阿特
蘭大鷹隊轉投多倫多速
龍，雖隨速龍奪得 NBA
總冠軍，但上陣機會寥寥
可數。賽季結束後，至今
沒有任何 NBA 球隊為林
書豪開出合同。據悉，林
書豪此前拒絕了歐洲豪門
莫斯科中央陸軍隊開出的
■馬貝利
馬貝利（
（右）在一卡通視頻中用北京 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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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專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陳晉一降格入選 港青

馬貝利：林書豪可讓
CBA 更受歡迎

今次世界盃外圍賽國足抽得好
籤，同組對手關島、馬爾代夫、
菲律賓及敘利亞均非傳統勁旅，
預料國足可以順利過關晉級下一
階段賽事。
不過縱使突破第二輪賽事，國
足要躋身決賽周尚有漫漫長路。
為在短時間內增強球隊實力，國
足近期開始起用歸化球員，除李
可及艾傑臣外，有指高拉特及阿
蘭亦有意加入歸化大軍，不過後
兩人今次未有入選名帥納比的大
名單當中。

多年來在中超入球無數的艾
傑臣勢將成為納比心目中的首
選前鋒，有傳他將披起國足 9
號球衣以及取中文名「艾克
森」。據內地傳媒消息 ，這位
歸化球星已完成入籍手續 ，並
將按照球會─廣州恒大的所在
地申請入戶廣州 。艾傑臣表示
自己在中國生活多年 ，對這裡
的一切都非常喜歡 ，家人也很
享受這裡的生活 ，希望能夠長
留在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長話
短說
中國女排連勝晉亞錦賽八強
2019 年亞洲女排錦標賽昨在韓國首爾進入
小組賽第 2 輪角逐，中國女排（下圖）3：0 完
勝印尼，提前鎖定D組首名出線、晉級8強 ，
三局比分為 25：15、25：19 和 25：12。本次
女排亞錦賽，中國隊派出二線陣容迎戰，劉晏
含擔任隊長，包壯掛帥。首戰，中國女排同樣
以3：0 大勝斯里蘭卡。
■中新網

武磊進中國名人榜 TOP100
據網易體育消息，現効力西甲愛斯賓奴的中
國國腳武磊（下圖），在最新公佈的福布斯中
國名人榜TOP100 中位居第55位，乒乓球名將
張繼科則名列第 73 位。其他 98 名均為娛樂明
星。今年初，武磊從中超轉會至西甲，根據德
國數據網站《轉會市場》的預測，其身價至今
已至千萬歐元，是當下內地身價最高運動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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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
足球總會昨日公佈 18 歲以下（U18）
青年代表隊大軍名單，已躋身大港腳
的陳晉一「降格」入選，月底將率領
同一年齡層隊友到泰國集訓。
今次香港 U18 將由鄧冠研擔任主教
練，共 23 位球員入選，包括守門員盧
兆崎、雲天樂、顏翶天；後衛陳潤
潼、梁祐維、伍啟睿、湯翹哲、曾家
進、楊紫彬、葉卓文；中場張廣然、
鄭俊毅、鄭進泓、邵昀俊、何家智、
劉君正、唐曉峰、黃獻中、黃皓雋。6
月獲港足新帥麥柏倫破格擢升入成人
隊、並在對中國台北之戰為港隊客串

左後衛的陳晉一，今次以前鋒身
份，與張哲恆、林樂賢及蘇荻安
入選 U18 代表隊。在最新公佈的
大港腳名單，陳晉一則名落孫山。
大軍將於本月 24 日至 9 月 1 日前
赴泰國春武里府集訓。集訓期間會
安排 3 場友賽，28 日的對手待定，
29 日會對泰港U18，31 日則對春武
里 U18。由於今次集訓與港超首周
賽事撞期，這也意味着分別効力傑
志、標準流浪、冠忠南區及香港飛
馬的陳晉一、盧兆崎、鄭進泓及邵
昀俊，將錯過所屬球會的首場賽
事。

徒步大會將邀奧運冠軍領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記
者昨日從 2019 第五屆中國鄭港國際徒步大會
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獲悉，大會組委會將邀請
奧運冠軍、全國人大代表等領走徒步大會，邀
請美國、俄羅斯、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
等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徒步愛好者前來參加徒步
大會。2019 中國鄭港國際徒步大會將於 10 月
20 日在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舉行，參賽規
模約為3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