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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如與澳門患者同機 須自我隔離

■ 曹星如承認
曹星如承認，
，落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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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奧運拳擊亞
太區資格賽上周於約旦落下帷幕，首次以業餘
拳手身份出戰這一賽事的「神奇小子」曹星如
（Rex），上周五隨香港代表隊一起返回香
港。不過，澳門於昨日凌晨宣佈，與港隊同機
的一名韓國籍女子確診新冠肺炎，對此，港隊
教練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全隊正自我隔離，
暫時未有出現病徵。
於職業拳壇創下 22 連勝光環的曹星如，今
次於奧運亞太資格賽先於 8 強賽不敵烏茲別克
的世界冠軍米薩夏利諾夫，之後再在遺材賽負
伊朗 19 歲拳手薩巴卡殊，未能以亞太區前 6
名的身份直接躋身奧運，只能寄望今年5 月舉

行的世界資格賽創造奇跡。
對此，Rex 坦言曾一度關在房間內「哭了一
陣」，但很快就平復下來。「今次激動了些，
讓大家擔心真不好意思。」對於正在全球蔓延
的新冠肺炎疫情，他無奈地說：「在保護措施
方面盡量做得好些，生活必須繼續。」
據悉，與港隊同機、已確診新冠肺炎的韓
國籍女子，3 月 13 日由波圖經杜拜乘坐航班
EK380 抵港，座位為 31J，再由港珠澳大橋回
澳門。曹星如與該名患者的座位相隔較遠，但
有港隊成員曾坐鄰近位置，教練表示全隊成員
均無出現病徵，但為安全起見會自我隔離 14
天。
■ 香港拳擊隊日前返港時與澳門確診女子同機
香港拳擊隊日前返港時與澳門確診女子同機。
。

2020 年全英羽毛球
公開賽香港時間昨日
凌晨落幕。中國隊僅
在女單、女雙兩個項
目上闖入決賽，但最
終均未能擊敗對手奪
冠。至此，國羽在本
次全英賽五個單項上
一金未得，是 25 年來
的最差戰績。

■ 陳雨菲屈居女單亞軍
陳雨菲屈居女單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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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雨菲連輸兩局不敵戴資穎

■ 安賽龍奪冠後忘我慶祝
安賽龍奪冠後忘我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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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單決賽上，陳雨菲與中國台北名將戴資穎交手。此前兩人的
17 次交手中，戴資穎以 14 勝 3 負成績佔優。不過在去年的全英
賽上，陳雨菲職業生涯首次戰勝戴資穎。首局開始後，雙方比分
緊咬，9：9 後戴資穎逐漸擴大領先優勢，儘管陳雨菲一度打出
法新社 7：3 小高潮將比分追至 19 平，但關鍵時刻戴資穎發揮穩定，連

華南虎極速欖球賽開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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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兩分以21：19拿下首局。
第二局局勢依然膠着，雙方戰成 10 平後戴資穎開始發力，不
斷擴大領先優勢，最終以 21：15 獲勝，職業生涯第三次獲得全
英賽女單冠軍，她的世界排名也取代陳雨菲，上升至世界第一。
陳雨菲坦言，自己的壓力比較大，比賽中還是有一些機會，但
是沒能把握住，而對手發揮很好，全場都保持了很好的狀態。
男單決賽，丹麥名將安賽龍2：0戰勝中國台北的周天成，職業
生涯首次奪得全英賽冠軍；混雙賽場，印尼組合喬丹/梅拉蒂2：1
擊敗了泰國選手德差波/沙西麗奪冠；男雙方面，日本選手遠藤大
由/渡邊勇大以2：1戰勝印尼選手吉迪恩/蘇卡穆約奪冠。
上一次國羽在全英賽一金未得是在1995年。
■中新社

南區慘敗大埔腳下
主帥鄭兆聰離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足總盃首圈以互射 12 碼氣
走理文的和富大埔，昨午再一次
爆冷成功，憑倒戈上陣的陸志豪
直接間接建功，以 4：1 大勝冠
忠南區殺入 4 強，將與富力 R&F
爭決賽權。教練馮凱文揚言球隊
信心爆棚，有力劍指冠軍，目標
是繼續代表香港出戰亞洲賽。冠
忠南區昨晚則突然宣佈與主帥鄭
兆聰分手，餘下球季由助教貝可
泓及高尼路接手。
和富大埔自上月菁英盃重開
後，表現脫胎換骨。昨日在足總
盃遇上有謝德謙受傷缺陣的冠忠
南區，13 分鐘已憑一次角球埋
門，由杜度先開紀錄。上季未獲
冠忠南區續約的陸志豪 4 分鐘後
離門 30 碼施放冷箭，南區門將
李溢晉判斷稍慢再度失守。即使

■ 戴資穎賽
後感謝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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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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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話
短說

英羽毛球賽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有「小世錦賽」之稱，每年
全都吸引眾多羽壇高手參賽。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但全英賽依

然如期開賽。不過中國隊表現欠佳，混雙、男雙、男單三個項目
均無緣四強，僅有女單的陳雨菲和女雙的杜玥/李茵暉闖入決賽。
在女雙決賽上，面對日本知名組合福島由紀/廣田彩花，兩名
中國小將被全方位壓制。首局4：4平後，日本組合連拿6分擴大
領先優勢，很快日本組合便以21：13先下一城。
第二局杜玥/李茵暉雖然一度以 8：5 領先，但日本組合後來居
上，打出一波 7：2 的得分潮拉開差距，從而以 21：15 再下一
局，大比分2：0獲勝，從而收穫冠軍。
杜玥/李茵暉賽後說，對手非常全面，自己在決賽上的經驗不
足。「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我們要不斷豐富戰術，強大自己的
內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
國台北「一姐」戴資穎連續兩年在全
英公開賽女單決賽中與國羽 22 歲小
將陳雨菲對壘，結果戴資穎以 2：0
擊敗對手奪冠，一雪去年落敗之恥，
重返「世界一姐」寶座。
總 獎 金 110 萬 美 元 （ 約 854 萬 港
元）的全英羽毛球公開賽，今年在英
國伯明罕舉行，這也是世界羽聯巡迴
賽超級1000系列的頂級大賽。
在女單決賽中，戴資穎連續 4 年打
進決賽，之後再直落兩局擊敗陳雨
菲，4 年 3 奪是項大賽錦標。賽後她
在接受賽會訪問時說：「很高興可以
再度回到這裡，並且再度打進決賽，
和她（陳雨菲）並不陌生，我想今天
自己發揮得還不錯吧，覺得她一直是
非常穩定的對手，我失誤比較多，所
以對上她，我不能有過多失誤，很高
興我今天掌控得不錯。」
戴資穎還難得地以英文說道：「我
很享受在這裡比賽，謝謝所有球迷的
加油。」

戴資穎四年奪三冠 重返世界第一

全英賽僅女單 女雙晉決賽

資料圖片

陳港斌 23 分鐘頂入追近 1：2，
但和富大埔再於 55 及 85 分鐘由
中村祐人及金承龍建功，湊成
4：1大捷。
■ 南區球迷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南區球迷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和富大埔下一場將挑戰富力
R&F，教練馮凱文說：「信心
一定有，我們從上月的菁英盃
打起了信心，現時不怕任何對
手。足總盃是我們季初已定下
的目標，大家都想來季繼續踢
亞洲賽。」
此外，傑志日前不敵東方龍
獅，中堅艾里奧更被對手誤傷重
創面頰，他昨日接受整形外科醫
生檢查後，正排期進行矯形手
術，料今周內可完成。手術後艾
里奧需佩戴面罩訓練，至於何時
可參與比賽，則視乎其面骨的癒
合 進 度 ， 預 計 須 缺 陣 4 至 6 星 ■ 南區表現令人失望，
南區表現令人失望，只能由陳港斌
只能由陳港斌（
（右）破蛋
破蛋。
。
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環球極速欖
球」2020球季首戰由香港富衛華南虎對仗薩摩
亞 Manuma，兩隊交戰至最後 20 分鐘才分高
下，最終華南虎棋高一着，以 52：27 力壓對
手，贏得開門紅。其中唐昇、佐治禾堅斯與迪
堤亞尼各達陣兩
次，馬克派俄、雲
達史密及麥菲史密
也各達陣 1 次；另
外，佳恩曉士獲得
6 次罰球得分。不
過，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環球極速欖
球行政總裁 Mark
Evans 昨日宣佈即
時 暫 停 2020 球 季
■ 華南虎球員帶球進攻
華南虎球員帶球進攻。
。 餘下的賽事。

國家射擊隊踏雪登山煉意志
一直在北京封閉集訓的中國國家射
擊隊步槍和手槍隊伍在河北崇禮完成
三天的野外拉練後於 14 日返京。參
與拉練的運動員和教練員表示，通過
這次拉練隊員們強化了體能，也磨煉
了意志品質。
參與此次拉練的 45 名運動員和 12
名教練員每天要步行 25 公里，路線
既有山路也有雪地，耗時約 8 個小
時。此次拉練之前崇禮剛下了幾場大
雪，積雪最深處達 1.2 米，加上低溫
大風，拉練對運動員和教練員的意志
力是很大的考驗，不過全隊都堅持完
成了拉練。
國家步槍射擊隊教練常靜春表示，
此次拉練對隊伍後期的訓練幫助很
大，特別是意志品質方面，收穫非常
大。
步槍隊隊員趙中豪表示，這次拉練
加強了團隊的協作能力和凝聚力，讓
大家面對未知的困難和身心的極限時
「不退縮、不懼怕」，最終達到目
■ 國家步槍隊隊員趙中豪參加了野外拉 的，體現了體育人「勇攀高峰」的精
■新華社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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