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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混雙晉級羽球世錦賽決賽

中國隊創歷史最差紀錄
杜玥 李\茵暉：：輸了比賽 贏得自信

中國羽毛球
隊創下了參加世界
錦標賽以來的歷史最差
戰績，5 個項目中只有混
雙衛冕冠軍鄭思維/黃雅
瓊晉級決賽。

■鄭思維（右）/黃雅瓊成為國羽唯一希望。 新華社

自從 1983 年首次參加世錦賽以來，中國隊此前
一共參加了 22 屆比賽，除 1993 年和 1995 年外，每
屆比賽至少贏得兩塊金牌。即使在只贏得了一金的
1993 年和 1995 年，也有兩人（對）選手進入了決
賽。
今屆比賽中國隊有 5 名（對）選手參加了除男單
之外其他 4 個項目的準決賽，最後只有鄭思維/黃
雅瓊以 21：11、21：15 擊敗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
組合渡邊勇大/東野有紗，獲得決賽席位。
上屆混雙亞軍、二號種子王懿律/黃東萍以兩個
16：21 輸給了四號種子德差波/沙西麗，無緣決
賽。鄭思維/黃雅瓊必須在決賽中戰勝這對泰國選
手，才能讓中國隊避免出現 36 年來首次世錦賽一
金未得的尷尬。
在最先進行的女單準決賽中，陳雨菲完全不在狀
態，很快以 7：21、14：21 輸給了印度的辛杜。緊
接小將杜玥和李茵暉在女雙比賽中以 11：21、
17：21 不敵日本的福島由紀/廣田彩花。當天最後
一個項目中，頭號男雙組合李俊慧/劉雨辰以 19：
21、13：21 意外輸給了 12 號種子、日本組合保木
卓朗/小林優吾，這對去年的冠軍第二局開局竟然
以3：10落後。

■王懿律（左）/
黃東萍意外敗
陣。 新華社

日本隊成最大贏家
日本隊成為最大的贏家，他們有 5 名（對）選手
進入除混雙之外其他 4 個項目的決賽。和去年一
樣，日本選手已提前鎖定女雙冠軍，因為決賽將在
衛冕冠軍永原和可那/松本麻佑和上屆亞軍福島由
紀/廣田彩花之間舉行。
男單準決賽中，衛冕冠軍桃田賢斗以 2：0 輕取
印度的帕尼特，他將與丹麥的安東森爭冠。此前兩
人 4 次交鋒，桃田 3 勝 1 負佔優。女單決賽將在日
本的奧原希望與辛杜之間舉行。奧原曾在 2017 年
加冕，她當天以 2：1 擊敗了 2013 年的冠軍、泰國
選手因達農。男雙決賽由保木卓朗/小林優吾對陣
印尼的阿山/塞蒂亞萬。
日本隊此前參加世錦賽的最好戰績是去年在南京
創造的，當時他們獲得 2 金（男單和女雙）、2 銀
（女雙和男雙）、2 銅（女雙和女單） 6 枚獎牌，
僅次於中國隊的 2 金（男雙和混雙）、2 銀（男單
和混雙）、4 銅（男單、女單、男雙、混雙）8 枚
獎牌。今年就在中國隊創造歷史最差戰績的時候，
他們極有希望創造歷史最佳。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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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賽場展實力
李慧詩日本盃場地賽奪三金

■李慧詩（中）在日本未逢敵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李慧詩率先於東京奧運賽場顯
示實力，有「牛下女車神」之稱的她於伊豆單車館舉行的日本
盃場地單車賽連奪三金，助港隊以4金4銀3銅的優異表現完成
賽事。
作為UCI的一級賽事，日本盃吸引了不少世界頂尖車手參賽，
加上賽事於東京奧運場館舉行，參賽車手均視今屆賽事為東京奧
運的重要前哨戰。日本盃賽事分兩回合作賽，此前李慧詩已經在
兩場爭先賽決賽分別擊敗澳洲名將摩頓及古碧姬蒂，手握兩金的
她昨日出戰女子凱林賽繼續保持強勢，首圈第一名衝過終點出
線，決賽面對李慧珍、馬真特、摩頓、太田及小林優香等強勁對
手，李慧詩未有遇上太大考驗，力壓韓國名將李慧珍成為冠軍，
今屆日本盃三度出戰均奪冠而回。
總結今次成績，港隊一共奪得4冠4亞3季，除李慧詩獨佔三冠
外，程嬿珊亦於女子青年組捕捉賽收穫一冠，另外李海恩、逄瑤/
JCF Twitter圖片 楊倩玉、梁峻榮、李家熙、李思穎及張敬樂亦有獎牌進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因東方龍獅大換血而被提早解約的何國
泉，新球季決定離開頂級聯賽，正式向教練生涯發展。這位港超最年長球員
已落戶港甲班霸級球隊晉峰，以球員兼教練身份註冊。
比佳聯元朗老將法比奧年長一個月，成為上季港超「元老」的何國泉，本
身與東方龍獅尚有一年合約，惟會方自從重金禮聘和富大埔冠軍教頭李志堅
過檔後，助教范俊業、黃鎮宇，甚至兼任青年軍教練的何國泉等舊將均被提
前解約，前兩人至今仍未找到落腳點，何國泉則在晉峰季前記者會中亮相。
由於東方龍獅在開操前幾日才與何國泉解約，令這位42歲的門將難以物色
新東家，形勢所迫下唯有離開職業聯賽，轉投港甲。晉峰今季以700萬班費組
軍，資金投入比港超標準流浪更多，在港甲已算是班霸級數。何國泉多年前曾
任太陽國際青年軍守門員教練，今次加盟晉峰，亦與隊中多位太陽國際青訓產
品再績前緣，除了門將羅澔陽之外，周洛正、羅浩賢、佐敦查維斯、蕭栢霖、
梁善豐、馬文政及劉君正都是太陽國際青年梯隊出身。重用本地球員的晉峰將
以升超為目標，何國泉亦表明，希望他日能以晉峰門將身份重返港超。

■晉峰今季班費達700萬。

晉峰Facebook圖片

■ 杜玥
杜玥（
（ 右 ）/李茵暉
在比賽中。
在比賽中
。 新華社

顧玉婷/木子
捷克乒賽奪冠
2019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捷克公開
賽女雙決賽中，中國組合顧玉婷/木子
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連扳 3 局，3：1
擊敗賽會三號種子、日本組合平野美
宇/芝田沙季，摘得冠軍。
上一站保加利亞公開賽女雙冠軍顧
玉婷/木子，在本站決賽中面對的是相
同的對手，中國組合以 9：11、11：
7、11：6和11：6再次勝出。
賽後木子表示，賽前在戰術設計上準
備充分，和上一次較量比，對手做出一
些變化，但總體沒有超出預料。「今天
贏完沒有上次那麼興奮，可能是因為非
常疲勞吧。我比較慢熱，第一局輸了，
但只是最後幾個球沒有把握住，我們堅
信整體上還是處在上風。」
顧玉婷說：「我們對對手比較熟悉，
做足了困難的準備。今天能贏還要感謝
我的搭檔。我今天沒有發揮好，失分比
較多，場上她能頻繁帶動我。」
女單方面，馮亞蘭 4：2 擊敗韓國選
手田志希。陳幸同4：0輕鬆淘汰奧地利
選手波爾卡諾娃。兩位勝者將在準決賽
中碰面。劉煒珊在和女單三號種子平野
美宇的較量中，在領先3 局的優勢下遭
遇逆轉，決勝局僅得了4分，最終3：4
遺憾出局。何卓佳1：4不敵一號種子石
川佳純，無緣準決賽。平野美宇和石川
佳純將競爭另外一個決賽名額。
劉煒珊認為自己賽前心理準備做得不
夠充分，對困難預估不足。「沒想到自
己能夠3：0領先。平野在第四局抓住一
個接發球，那好像是個轉折點，之
後勢頭就倒向她了。自己
顧玉婷
可能輸在經驗不足。 木子
決勝局也在想辦法
調動自己，但因為
前面連輸 3 局，第
七局開始落後太
多，後面救不回來
了。」 ■新華社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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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泉落戶港甲班霸晉峰

以 0：2 不敵二號種子福島由紀/廣田彩花，杜玥
和李茵暉沒能晉級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女雙決賽，但
這對中國小將沒有任何沮喪，相反，她們從失敗中
收穫了更大的自信。
杜玥說：「這次收穫很大，遇到了奧運會冠軍和
很多名將，都是我們很尊重的前輩。每一次交手都
是學習，雖然每次比賽都是輸多贏少，但每一次都
是學習為主。」
李茵暉說：「現在排名世界前八的女雙組合中，
我們倆是平均年齡最小的。我們一上場就全力以
赴，把最好的水平發揮出來，就是對大家最大的尊
重，去跟對方鬥，這也是對對手最大的尊重。」
上場去「拚」，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次世錦
賽上，除了第一場比賽外，兩人第二場和第三場都
是苦戰三局過關。尤其前一天對奧運會冠軍、日本
組合松原美佐紀/高橋禮華的八強戰，兩人苦戰126
分鐘，創造了開賽以來比賽時間最長的紀錄，最後
挽救多個賽點，以23：25、21：18、25：23險勝。
那場比賽中，李茵暉在第三局左腿抽筋，腿都打
不了彎。她還不小心一拍子打在了杜玥左眼上，當
天比賽結束後，杜玥的眼睛看上去依然有些紅腫。
準決賽後，杜玥說已經沒什麼大礙，但李茵暉還在
自責：「豬隊友，給她了一拍，昨天是流血又流
汗。」
比較安靜的杜玥說：「昨天晚上腿一直疼，睡不
。」李茵暉有點大大咧咧：「一晚上沒怎麼睡，
疼得睡不。對今天的影響肯定是有的，但還是告
訴自己當第一天的比賽來打。」最後兩人以 11：
21、17：21輸給了對手。
女雙向來是中國隊的優勢項目，從1996年亞特蘭
大到 2012 年倫敦，中國隊連續贏得五屆奧運會冠
軍，但里約奧運會冠軍被日本選手奪走，中國隊在
里約連前三都沒進。明年的東京奧運會，日本選手
仍然是最強的對手，但兩名小將自信心很強。
李茵暉說：「信心一直在，只要上場，就要頂上
去。」杜玥說：「每次碰到日本選手都很有信心，
我們年輕嘛，年輕是資本，經過訓練我們不斷在成
長，也比她們進步得快。」
杜玥今年 21 歲，李茵暉 22，早在 5
年前，兩人就配對參加了亞洲
青年羽毛球錦標賽並獲得
亞軍，合作了這麼多
年，收穫的季節已經
到來。相信經過世錦
賽的洗禮，東京奧
運會上她們能給我
們帶來更大的驚
喜。
■新華社

長 話 短 說
中國極限運動大會河南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2019中國極限運動大會日前在河
南濮陽完美落幕。本屆大會的 9 個項
目中，4個為奧運會項目，5個為非奧
項目。4個奧運項目為滑板、BMX小
輪車、攀巖和衝浪，本次比賽為全國
積分賽，成績優異的運動員將有機會
參加今年11月底在四川廣安舉行的總
決賽和錦標賽，贏取奧運積分，向
2020東京奧運會發起衝擊。

■攀巖比賽
現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馮雷 攝

中國亞青武術散打賽獲八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在汶萊舉辦的第十屆亞洲青少年
武術散打錦標賽上，中國散打隊共獲
得 8 枚金牌，其中河南少林塔溝武校
五名學員參賽均奪得金牌。其中李駿
白 獲 得 男 子 少 年 組 42 公 斤 級 第 一
名，彭建忠、李家凱分別獲得男子青
年組 52 和 60 公斤級第一名，儲詩
琪、張曉雨分別獲得女子青年組 52
和56公斤級第一名。

中國女排亞錦季軍戰負韓國
第 20 屆亞洲女排錦標賽日前完成
季軍戰，結果中國女排面對全力出擊
的主隊韓國隊，連輸三局 21：25、
20：25 和 22：25，連續兩屆亞錦賽
僅得第四名；至於以U20世錦賽冠軍
隊為班底的日本女排，在決賽以局數
25：22、18：25、25：18 和 25：23
勇挫泰國，成功衛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