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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世錦賽避酷暑 競走午夜舉行

■三名中國
選手切陽什
姐 （ 左
起）、
）、劉虹
劉虹
和楊柳靜手
持國旗慶
祝。
中新社

多哈田徑世錦賽當地時間 29 日進入第三個比賽日，中國隊再有獎牌
入賬。在女子 20 公里競走中，中國選手劉虹、切陽什姐、楊柳靜包攬
了前三名，這是中國田徑隊首次在世錦賽單項上包攬前三。飛人謝震
業在 200 米上也以總成績第六晉級準決賽，是晉級的唯一亞洲選手。

多哈炎熱的氣候只能將競走項目放在
午夜進行。女子 20 公里競走是中

國隊的優勢項目，此前世錦賽中國隊共
獲得 4 金 4 銀 3 銅，位居總積分榜首位。
本屆世錦賽中國隊 4 人獲得了參賽資
格，實力無疑更為雄厚。
比賽在當地時間 29 日晚 11 時 59 分鳴
槍後，中國軍團迅速佔據領先，全程保
持優勢，最終劉虹以 1 小時 32 分 53 秒奪
冠，收穫了個人第二枚世錦賽金牌，切
陽什姐以 1 小時 33 分 10 秒獲得亞軍，楊
柳靜以 1 小時 33 分 17 秒獲得第三。楊家
玉中途則因犯規被罰。
前一天中國選手梁瑞、李毛措就包攬

■劉虹第一個
衝過終點。
衝過終點
。
美聯社

了女子 50 公里競走冠亞軍。中國田徑隊
副領隊田曉君說，中國女子競走有着好
的傳統，一直是中國田徑隊強項。「儘
管我們對多哈天氣做了很多預案和針對
性訓練，但比賽環境依然很艱苦，隊員
們能取得好成績非常不容易。」
至於明年的東京奧運會，田曉君說，
東京奧運會的競走比賽氣候、環境和本
屆世錦賽又不相同，但希望隊員們能
把各個細節做好，再度取得好成績。

謝震業晉 200 米準決賽
以 10 秒 14 止步 100 米準決賽後，中國
飛人謝震業緊接着開始了 200 米的備

戰，他也是本屆世錦賽中國隊唯一身兼
100 米、200 米和接力的隊員。本賽季謝
震業在國際田聯倫敦站比賽中跑出 19 秒
88 刷新亞洲紀錄，這一成績位居本賽季
世界第八。
預賽中謝震業第二組出場，跑出 20 秒
20 的成績位居小組第一，順利晉級準決
賽，在預賽選手的總成績榜上他高居第
六。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是晉級 200 米
準決賽的唯一亞洲選手。
謝震業賽後坦言，自己一門心思要把
200 米跑好。「至於能否創造個人最好
成績，我一直朝着這個方向努力，也相
信自己會做得更好。」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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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劉虹復出
劉虹
復出 心態成熟
心態成熟衝奧運
衝奧運
「你怎麼這麼厲害！」29 日晚，當劉虹以 1 小
時32分53秒衝過線後，她的丈夫兼教練劉學這麼
問她。北京世錦賽、里約奧運會女子 20 公里競走
冠軍劉虹在結婚生子、離開賽場近兩年後，再次
強勢奪得世界大賽該項目冠軍。
完賽後的劉虹幾乎看不出疲憊，混採區她平靜
地向記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麼多年高強度訓
練、比賽的基礎和經驗還在，長時間的積累在一
年多的時間裡慢慢恢復了過來……「但更重
要的是，我現在的心態更好了，
比賽中沒有那麼

多包袱，所以能更好地發揮出來。」
劉學還透露，身份發生變化的劉虹現在會「思
考」更多。「處理好家庭和訓練肯定會有難度，
但一味靠苦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在思路上有新
的提升才能帶來新的結果，我們在技術上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但新的方法需要去嘗試和驗證，這
枚金牌也是一種肯定。」
復出後世錦賽強勢奪冠，也讓外界對劉虹明年
奧運會衛冕之戰有了更多期待。「我們肯定是奔
着奧運會冠軍去的，能做到肯定會更好……」
劉學頓了頓，然後又笑着說：「我們能做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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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昨晨載譽歸國
中國女排昨晨載譽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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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盃望東奧

中國女排令人期待

29 日進行的 2019 女排世界盃最後一
戰，中國女排傾盡主力並以 3：0 戰勝
阿根廷隊，用十一連勝為比賽畫上完
美句號，再一次讓女排精神「引爆」
中國輿論場。一年後，中國女排能否
在奧運賽場實現「升國旗奏國歌」的
目標，着實令人期待。

名將仍然強大 小鬼也可當家
本屆世界盃不與奧運資格掛，諸
多世界強隊選擇「放水」。而中國女
排主教練郎平和女排將士都沒有「抱
着無所謂的態度比賽」，主動自我加
壓，將比賽作為奧運預演。
在郎平的調兵遣將下，世界盃 11 場
比賽中，中國女排展現出一套由主攻
朱婷、張常寧，副攻袁心玥、顏妮，
二傳丁霞、接應龔翔宇等人組成的成
熟穩定的主力陣容。在與巴西隊、美
國隊和塞爾維亞隊的比拚中，張常寧
的出色表現為朱婷分擔許多壓力，同

時也使中國女排擁有了兩架移動「重
炮」。袁心玥和丁霞的出色串聯則使
中國隊在攔防、反攻時顯得更加行雲
流水。
而在對陣喀麥隆隊、多米尼加隊等
弱旅時，即使主力陣容輪休，扮演主
攻手的小將李盈瑩、二傳手姚迪和副
攻王媛媛、楊涵玉等小將也都能「小
鬼當家」，扮演好郎平需要她們扮演
的角色。板凳球員的深度使郎平得以
進行更多技戰術調整，也為下一個奧
運周期提前作好準備。

古意無參賽 塞巴俄保留實力
此外，在郎平的指揮下，中國女
排全隊積極投入一傳以加強串聯，
球員還積極貫徹「發球要有使命
感」的要求，通過發球製造反攻機
會，並在左右兩側同時開弓，還在
網前增加高點快攻。進攻體系日漸
豐富、立體的中國女排以快制快、

以剛制猛，使多個對手措不及防，
並最終全線崩潰。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本屆世界盃
中，古巴隊掛起免戰牌，曾連續六
次戰勝中國女排的歐洲勁旅意大利
隊也沒有獲得參賽資格，而塞爾維
亞隊雪藏三大球星哈伊洛維奇、拉
西奇、博斯科維奇，巴西女排兩大
主力坦達拉和娜塔莉婭、俄羅斯頭
號球星科舍列娃和主力副攻費蒂索
娃也都不在參賽名單之列，這使得
各傳統強隊在本屆賽事中顯得實力
單薄，也讓中國隊的勝利來得「相
對容易」一些。
目前，中國、俄羅斯、美國、意大
利、塞爾維亞和巴西六支隊伍已獲得
東京奧運門票，除了東道主日本隊
外，其餘 5 張門票也將經過各大洲預
選賽誕生，這意味着其中沒有弱旅，
中國女排必將面臨實力更為強勁的對
手。
■中新社

陳晞文 鄭俊樑奪東奧風帆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憑藉鄭俊
樑及陳晞文在「RS:X滑浪風帆世界錦標賽」的優
異成績，再添兩張2020年東京奧運入場券，至今
已有7名本港運動員獲得明年東奧的參賽資格。
「RS:X 滑浪風帆世界錦標賽」上周於意大利
舉行。由於 2018 世錦賽前 10 名國家已提前獲得
奧運資格，而每個國家或地區在每一項目僅可獲
1 個資格，今次世錦賽最後排名扣除已出線的國
家或地區後，將會決出其餘晉身奧運資格。
世錦賽煞科日由於風力不足，賽會決定取消
最後一場比賽，直接進行男、女子的獎牌賽。香
港女隊代表陳晞文在 10 位帆手角逐的獎牌賽開
局不順，比賽早段被主帆群拉開，最終僅得第 8
名，總成績則排第 10 位。而較早前進行的男子
組賽事，鄭俊樑名列總成績 13 名。在扣除已出
線的國家或地區後，雙雙為香港鎖定奧運席位，
順利將明年東京奧運的男、女子 RS:X 入場券拿
到手。不過，香港最終會由哪位運動員出戰東京
奧運，仍有待明年 2 月在新西蘭奧克蘭舉行的世

■陳晞文在上周的 RS:X 滑浪風帆世錦賽獲第十
名。
賽會圖片
錦賽才有定案。
香港至今已共取得 7 張奧運入場券，其餘 5 張
均是來自游泳項目，包括歐鎧淳的 100 米背泳、
何詩蓓的 100 米自由泳及 200 米自由泳、4×100
自由泳接力及4×200自由泳接力。

長話
短說
中國女籃亞盃摘銀

王薔抽筋 無奈退賽中網

當地時間 29 日，在印度班加羅爾進行的 2019 年女
籃亞洲盃決賽中，中國女籃（下圖）與衛冕冠軍日本
隊鏖戰至最後一秒，最終日本隊 71：68 取勝，實現
女籃亞洲盃三連冠。日本隊本橋菜子轟下全場最高的
24 分，另有 8 次助攻。而中國隊的韓旭則有 18 分、7
個籃板入賬。當晚進行的三、四名決賽中，澳洲隊
98：62 戰勝韓國隊收穫季軍。新西蘭隊、中國台北
隊、菲律賓隊和印度隊分列5至8名。
■新華社

2019 年中國網球
公開賽 29 日進入正
賽第二比賽日。中
國女單選手中世界
排名最高的王薔
（圖）在對陣澳洲
球手托姆利亞諾維
奇，先以 7：5 贏得
首盤勝利，但第二
盤在戰至 4：5 時，
王薔出現抽筋狀
況，難以堅持比賽的她無奈選擇退賽。王
雅繁在「金花打吡」中用了不到一小時輕
鬆淘汰新銳王欣瑜，張帥決勝盤錯失優勢
不敵德國名將卻芭。夏莉普、大直美等
女單種子選手順利過關。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