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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正謙）連續兩屆亞運勇奪跳馬金
牌，石偉雄期望更上一層樓，於明年東

■鄒敬園無緣雙
槓決賽。
槓決賽
。 法新社

京奧運發光發熱。這位香港「體操王子」
在德國舉行的世錦賽取得好開始，以第三名
晉身跳馬決賽，周日將為奧運資格而戰。不
過，中國國家隊選手則多次出現失誤，孫
煒、肖若騰相繼在鞍馬比賽中掉下，但均
能進入個人全能決賽。雙槓衛冕冠軍
鄒敬園則因低級失誤，無緣雙
槓決賽。

仍能以 14.666 分排在資格賽第三位
躋身決賽。而另外兩位港隊代表詹
文軒及吳翹充則未能晉級。

力爭直接躋身東京奧運

■ 石偉雄以第
三名晉身跳馬
決賽。
決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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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煒在鞍馬比賽
打頭陣。
打頭陣
。 法新社

石偉雄去年於印尼亞運衛冕成
功，今年更取得首面世界盃金

牌。愈戰愈勇的他來到競爭更激烈
的世錦賽繼續狀態大勇，於跳馬資
格賽首次試跳以「李世光跳」取得
14.966 的高分，其後於第二次試跳
「李世光跳 2」雖因落地不穩只得
14.366 分，不過這名港隊好手最終

世錦賽前三名將可直接躋身明年
的東京奧運，石偉雄今次除為個人
首面世錦賽獎牌而戰，亦希望可率
先奪得東奧入場券。不過世錦賽強
敵林立，石偉雄要創造歷史踏上頒
獎台並非易事，雖然里約奧運金牌
得主李世光意外於資格賽落馬，不
過決賽仍有韓國梁鶴善及俄羅斯達
拉路恩等好手，其中梁鶴善於資格
賽 更 是 以 近 乎 完 美 的 14.933 分 晉
級，而達拉路恩則是上屆世錦賽全
能及自由體操冠軍。
中國國家隊方面，在 7 日的自由
操資格賽，林超攀和肖若騰分別以
14.933 分和 14.833 分排在第二名和
第四名，闖入決賽。不過，在隨後

國手頻失誤 決賽敲警鐘
斯圖加特體操世錦賽7日結束男子資
格賽，中國國家隊以總成績第二名晉級
團體決賽，但中國選手頻頻出現低級失
誤，為團體和單項決賽敲響警鐘。
在 7 日的資格賽中，孫煒在多個項
目中都是打頭陣出場，並在大部分項
目中表現穩定，闖入雙槓和個人全能
的決賽，但在鞍馬比賽中從器械上掉
了下來。

「今天比賽沒有預期的那麼好。鞍
馬上的失誤，這在家裡訓練時是沒有
過的。我回去得想一下是怎麼回事。
這個失誤對團隊和我個人全能的成績
都有影響。爭取後天的團體決賽上不
要出現這樣的失誤。」孫煒說。
同樣「掉馬」的還有去年世錦賽鞍
馬冠軍肖若騰。「沒想到會發生這種
情況。鞍馬場地距離觀眾席很近，我

港足抵伊戰世外賽 不憂安全問題

■香港足球隊飛抵伊拉克
香港足球隊飛抵伊拉克。
。

會與亞洲足協密切跟進最新消息。
隊長黃洋有留意到當地新聞，但表明會集
中精神備戰比賽：「既然足總認為可以比
賽，我們也會如常地去預備。通常遇上相似
情況，港隊慣常安排是要求球員留在酒店，
避免外出。」由於香港市面亦受大規模示威
影響，近期本地賽事都因安全問題延期，大
部分港腳均缺乏足夠比賽保持狀態，黃洋承
認，對球員狀態有一定影響。
此外，相隔約 1 年再獲徵召的徐德帥，
聲言自己從傷患中復元：「這是我第一次
跟隨這教練（麥柏倫）操練，每個教練的
要求都不同，我也要盡快磨合。」

長話短說

中國盲人男足六奪亞洲冠軍

過 12 碼大戰 5：4 淘汰日本，終極冠軍爭
霸戰，再以 1：0 戰勝伊朗。第六次站在
亞洲冠軍領獎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壁球公開賽順延至明年

亞洲盲人足球錦標賽日前在泰國結
束，中國盲人足球隊（見圖）在決賽以
1：0 戰勝伊朗隊，第六次獲得亞洲錦標
賽冠軍。中國隊在本次比賽中均未嘗敗
績，首戰 8：0 掃韓國，第二戰 5：0 大勝
印度，小組賽最後一輪 2：0 挫泰國，以
A 組首名躋身 4 強。準決賽，中國隊再通

香港壁球總會昨日宣佈，鑑於近日香
港的情況，經過審慎考慮及與各持份者商
討後，決定將原定於 2019 年 12 月 2 至 8
日假香港壁球中心(12 月 2 至 6 日)及西九
文化區(12 月 7 及 8 日)舉行的 2019 光大新
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順延至明年。壁總表
示，正與世界職業壁球員協會就賽事於
2020 年舉行的日期進行商討。有關 2020
賽事詳情，將適時於賽事官方網站 www.
hksquashopen.com公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手多次失誤 兩人「掉馬」
吊環比賽，中國隊發揮欠佳，無
人進入決賽。由於中國選手都不是
跳馬單項選手，所以均選擇一跳，
無單項決賽資格。而在中國隊強項
雙槓比賽中，肖若騰和孫煒分別以
14.966 分和 14.800 分列第四和第六
名，進入決賽。2017 年和 2018 年兩
屆世錦賽雙槓冠軍鄒敬園因出現低
級失誤，僅名列16，無緣決賽。
最後的單槓比賽，林超攀以
14.433 分名列第六，進入決賽。孫
煒以 14.333 分位居第十，與決賽失
之交臂。個人全能方面，肖若騰、
孫煒闖入決賽。中國隊以總分第二
名晉級團體決賽。

■肖若騰在鞍馬比賽意
外「掉馬
掉馬」。
」。 路透社

在做動作時，看台上突然傳出銅鈴
聲，可能受這個影響了。這個聲音出
現得很快，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但就是滑了。誰也賴不上，只能怪自
己。」肖若騰說。
「後來我不停地調整。每次比賽都會
遇到不同的問題，這個時候堅持自我，相
信自己非常重要。爭取在團體和單項決賽
中有些改變。」肖若騰說。 ■新華社

李喆遭淘汰 中國選手滬大師賽盡沒

■祖高域
祖高域（
（左）在雙打
比賽首輪過關。
比賽首輪過關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首兩場
世界盃外圍賽只得 1 分的香港足球代表
隊，昨日已抵達伊拉克，準備香港時間周
四凌晨的第 3 輪賽事。儘管伊拉克國內曾
發生引致傷亡的暴動，惟香港足總未有提
出改期建議，眾港腳出發前也表示不擔心
安全問題。
港隊周一於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操練 1
課後，深夜馬上起程飛赴伊拉克。該國首
都巴格達近日發生反政府示威，造成過百
人死亡。由於港足與伊拉克的比賽場地在
巴斯拉，距離巴格達 500 公里以外，香港
足總未有提出改期或改場地建議，並強調

鞍馬比賽中，中國兩名選手相繼出
現失誤，從器械上掉下，其中包括
去年世錦賽鞍馬單項冠軍肖若騰。
打頭陣的孫煒也意外「掉馬」。

■李喆賽後接受傳媒採訪
李喆賽後接受傳媒採訪。
。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8 日，2019 上海勞力士大師賽繼
續男單首輪角逐，中國選手李喆不敵
法國選手普利，而去年的亞軍哥歷不
敵盧布列夫。雙打方面，祖高域搭檔
克拉吉諾維奇擊敗今年法網冠軍拿下
首輪勝利。
繼張之臻和張擇之後，懷揣粉絲希
望的最後一位正賽外卡中國選手李喆
出現在昨日的比賽中。首盤較量，李
喆頗具優勢，但仍被對手逼至搶七，
好 在 最 終 以 7： 6 （4） 有 驚 無 險 拿

下。但接下去的兩盤被對手 6：4，
6：4 逆轉。至此，中國選手已全部止
步首輪。賽後，李喆接受採訪時表
示，「一直到最後，自己技戰術都貫
徹得不錯，但對手水平還是比我高很
多的。今天的比賽我沒有輸給自己，
只是輸給了對手，還是欣慰的。」
雙打賽場，祖高域搭檔同胞克拉吉
諾維奇，聯手出戰。作為賽會男單頭
號種子，祖高域 7 日凌晨剛剛結束上
一站賽事抵達上海，然而這並未影響
他們昨日的比賽，以 6：3，3：6，
10：3 擊敗今年法網冠軍克拉維茨和
米耶斯。
賽後，祖高域接受採訪表示，「很高
興能夠回到中國，這裡很多人支持我，
一直希望盡可能和球迷互動，2008年我
在這裡和上海結緣，這裡讓我賓至如
歸。」 談及傷病，他直言，目前不會
感到疼痛，但自己會時刻警醒，注意康
復訓練，以保證正常比賽。對於梅利的
復出，祖高域表示，很高興看到他的回
歸，畢竟他是網球運動最偉大的球員之
一，說再見為時尚早。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大威一輪遊
丁丁
丁丁丁丁王雅繁津網晉級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 名將大威對陣比自己年輕 15 歲的瑞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7日丁典新星。經過
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2 個小時的鏖戰，大威
報道）2019天津網球公開賽正賽
在天津國際網球中心開打，首輪比 因體力下滑，不敵敢打敢拚的瑞典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賽，25 歲的中國選手王雅繁 2：0 擊 「一姐」，從而遺憾地輸掉本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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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可獨享 280 積分。首輪比賽，美國 邦達倫科。
■中國選手王雅繁在比賽中回球
中國選手王雅繁在比賽中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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