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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露頭角

體育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新
社報道：第 屆世界游泳錦標賽 日
迎來第三個比賽日，中國組合石浩璵
／張依瑤在花樣游泳混雙技術
自選項目中獲得季軍， 歲小
將萬樂天在女子 100
米背泳
決賽中名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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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大公園 小公園 副刊

◀中國隊的石浩璵（右二）及張依
瑤（右）歷史性在花游混合賽摘
銅。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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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
游泳世錦賽獎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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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

項目

獎牌

王柳懿
花游雙人技術自選 金牌
王芊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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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雨霏 女子100米蝶泳

銅牌

石浩璵
花游混雙技術自選 銅牌
張依瑤
註：截至6月21日

中國隊花游混雙合演佳作
石 浩 璵 （（ 左左 ）） 及 張 依 瑤 在 預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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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
分排名第三順利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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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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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
新華社

石浩璵張依瑤
石浩璵
張依瑤摘銅創歷史
摘銅創歷史

▲石浩璵
石浩璵（
（左）及張依瑤在決賽比賽中
及張依瑤在決賽比賽中。
。

在花游混雙技術自選決賽中，意
大利組合米尼西尼／魯傑羅以89.2685
分奪冠。日本姐弟組合佐藤友花和佐
藤陽太郎以86.5939分獲得亞軍。中國
組合石浩璵／張依瑤以86.4425分獲得
銅牌。這是中國花游選手在世錦賽混
雙項目上首次獲得獎牌。
今年世錦賽石浩璵和張依瑤搭檔
參賽，這也是張依瑤首次參加世錦
賽。預賽中兩人以84.8232分的成績
排名第三順利晉級決賽。決賽上兩人
的配合更為默契，高質量演繹了主題
為《龍》的節目，最終以86.4425分
獲得銅牌。雖然年僅20歲，但石浩璵
的世錦賽參賽經驗豐富，這次站上了
領獎台，他表示能夠取得突破非常高
興，尤其是看到了自己的進步、超越
了過去的自己感覺非常棒，完成了這
次的比賽任務。

網絡圖片

趙蕓蕾入選世界羽聯名人堂
世界羽聯主席拉爾森祝賀： 「趙蕓
蕾當之無愧佔有一席之地。贏得奧運會
或世錦賽金牌是大多數運動員的夢想，
而趙蕓蕾取得了這兩項大賽的雙冠，這
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趙蕓蕾表示非常開心： 「感謝世界
羽聯賦予我的這份世界羽壇最高榮譽，

這是對我運動員生涯的最大肯定。」 她
說，入選名人堂是一個新開始，會不斷
進取、不斷創新，致力於羽毛球項目的
發展和推廣。
24日世界羽聯將舉辦線上典禮，
屆時趙蕓蕾和納西爾將正式進入名人
堂。

趙蕓蕾小檔案
出生日期 1986年9月5日（35歲）
籍貫

湖北省宜昌市

項目

羽毛球（混雙、女雙）

•2015年世錦賽女雙、混雙冠軍
•2014年世錦賽女雙、混雙冠軍
主要獎項
•2012年倫敦奧運女雙、混雙金牌
•2011年世錦賽混雙冠軍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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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周期（連同2023至26年成功申辦
在內）成功主辦／申辦世界巡迴賽。
香港羽毛球總會主席湯徫掄表
示： 「很高興香港能夠持續成功申辦
世界巡迴賽，這證明香港除了在亞洲地
區內，在世界羽毛球壇上亦得到肯定。
期望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繼續促進香
港體育盛事化、普及化和精英化。」
據了解，受到疫情影響，香港公開
羽毛球錦標賽在2020及2021年停辦。
2022年的香港羽毛球錦標賽暫定在11月
8至13日舉行。



傑斯辭任威爾士主帥

而，讓威爾士足總、教練人員和球員在一個確
定、釐清所有事宜的情況下備戰世界盃，才是唯
一正確做法，我實在不希望球隊受到影響。」 威
爾士足總亦隨即發聲明，表示感謝傑斯為球隊工
作，亦作出了為球隊利益着想的決定。

﹂

▲惠龍兒（右）宣布離開
效力11年的南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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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哨欲羅致丹尼爾馬些路

【大公報訊】綜合馬卡報、每日郵報報道：
來季重返西甲的華拉度列，老闆之一的巴西名
宿、 「大哨」 朗拿度，有意拉攏兩位分別約滿皇
家馬德里和巴塞隆拿的同胞老將、馬些路與丹尼
爾加盟。
華拉度列前季降班，但剛過去球季取得西乙
第2名直接升班資格，立即於來季重返西甲比賽。
朗拿度希望打 「人情牌」 ，免費為球隊招徠34歲
的左閘馬些路，與39歲的右閘丹尼爾，相信若兩
名大牌球員來投，對球會形象和球隊士氣都有幫
助，當然亦深信兩人仍有能力在場上交出好表
現。
不過，力爭出席年底世界盃的馬、丹都可能
不甘於屈就在華拉度列。據報馬些路已獲包括應
屆意甲盟主AC米蘭在內的多家球會青睞，至於丹
尼爾亦獲巴甲球會法林明高垂青，兩人都希望維

持高強度比賽水平，爭取理應是最後一次出席世
界盃的機會。
與此同時，可能與馬、丹並肩出戰世界盃的
鋒將加比爾捷西斯，據報其經理人已前赴倫敦洽
商轉會事宜，之前阿仙奴開價3500萬鎊轉會費，
但被曼城所拒，據知後者希望收取5000萬鎊，並
用以收購列斯聯中場加雲菲臘斯。

巴
▼西名宿朗拿度有意拉攏馬
些路與丹尼爾加盟華拉度列。
網絡圖片

傑
▼斯因官司纏身宣布辭去威爾士主
帥一職。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ESPN FC報道：被控襲擊前
女友、候審期間一直停職的威爾士代表隊主帥傑
斯，周一晚宣布即時辭職，以免影響球隊備戰年
底的世界盃。
2018年初上任的傑斯，在2020年底因涉嫌虐
打當時女友而被補，之後獲准保釋候審，威爾士
方面亦由2020年11月開始暫停傑斯擔任代表隊主
帥的職務，至今一直由副手柏治以看守領隊身份
領軍，本月初成功在附加賽決賽打敗烏克蘭，自
1958年後再次入圍世界盃決賽周。傑斯的案件原
本在今年1月開審，但因事延期至今年8月8日，距
離世界盃開賽只有約3個月，相信亦是傑斯考慮退
下的重要因素。
該名48歲曼聯名宿發聲明道： 「經過深思熟
慮後，我決定即時辭去威爾士男足代表隊領隊之
職位。能夠帶領我祖家球隊實在是我的光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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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南華籃球隊是香港最好的球
隊。我們達成的里程碑，如從沒缺席過總
決賽、球季全勝，講一天也講不完。我很高
興，我是當中的一員。在多場比賽中，我負
傷上陣，全心、全力為球會和隊友，希望大家
都會喜歡和感受到。這些珍貴回憶是換不走
的。

【大公報訊】世界羽聯公布2023至
2026年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各級別賽事
及主辦城市，其中，香港羽毛球總會舉
辦的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再次獲選為
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超級500賽事。
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自1982年
起，至今舉辦32屆。賽事由2005年開
始，獲香港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定
為 「M品牌活動」 。香港羽毛球總會由
2007至2010年、2011至2013年、2014
至2017的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2018至
2022年的超級500賽，至今已經連續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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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羽公開賽再列世巡賽

▲香港羽毛球公開賽再次獲選為世界羽
聯世界巡迴賽超級500賽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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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

▶趙蕓蕾入選世界羽聯名人堂。

女子100米背泳決賽中，東京奧
運會該項目的銅牌得主麗根．史密斯
（美國）以58秒22奪冠，東京奧運會
該項目銀牌得主、加拿大選手凱利．

惠龍兒離開南華籃隊

握拍手

萬樂天女子100米背泳第四

【大公報訊】香港籃球代表隊主將
惠龍兒前晚在社交媒體發文，宣布離開共
效力 年的南華籃球隊，在新賽季尋求加盟
另一支職業隊伍。
惠龍兒在文中表示： 多謝隊友、教練、
球迷和洪先生（南華領隊洪游奕）過去 年的
大力支持，讓我可以謹守崗位。我常幻想穿着
紅色 號球衣由年輕到老兵，退休成助教，薪
火相傳。但奈何球隊財政狀況和與洪生商議後
的決定（離隊），（我）都認為到另一支職業
隊會是最好的選擇。
歲的惠龍兒自
年起效力南華，能
2011
夠勝任大前鋒和中鋒，曾在 2017
年參加 CBA
的選秀成為探花，並加盟浙江稠州金牛，
翌年轉投南京同曦大聖隊。 2019
年回港
養傷並重返南華，合共為南華奪得 屆
香港甲一聯賽總冠軍、 次助南華奪
得高級組銀牌冠軍，兩度榮膺香
港甲一聯賽最有價值球員。
惠龍兒在發文中總結
自己在南華效力的
收穫： 過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世界
羽毛球聯合會21日宣布，中國奧運 「雙
冠王」 趙蕓蕾入選世界羽聯名人堂，一
同入選的還有印尼雙打名將利利亞納．
納西爾。世界羽聯表示，趙蕓蕾是她那
個時代最全能的雙打運動員；很長一段
時間內，她在混雙和女雙兩個項目上的
統治地位無人能及。
在與羽毛球結緣的20多年中，趙蕓
蕾獲得過兩枚奧運金牌和五枚世錦賽金
牌，實現了集奧運會、世錦賽、亞運
會、亞錦賽、全英賽及世界羽聯超級系
列賽總決賽等重大賽事冠軍於一身的大
滿貫成就。她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分
別搭檔田卿、張楠奪得女雙和混雙冠
軍，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收穫混雙銅
牌，是唯一一位在一屆奧運會上拿到兩
枚金牌的羽毛球運動員，也是唯一一位
在連續兩屆世錦賽上獲得兩個雙打冠軍
的羽毛球運動員。

馬斯位居第二，美國選手庫贊獲得季
軍。準決賽中以第六名闖入決賽的中
國小將萬樂天，決賽中以59秒77的成
績位居第四，遺憾錯過獎牌。19歲小
將彭旭瑋與英國選手並列第七位。女
子100米蛙泳決賽中，意大利17歲小
將皮拉托以1分5秒93摘金。準決賽中
以第三名的成績闖入決賽的中國選手
唐錢婷，決賽前半程暫居第一位，後
半程逐步丟失領先優勢，被多人趕
超，最終名列第七。
男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17歲
羅馬尼亞小將波波維奇以1分43秒21
的成績奪冠，並刷新該項目世界青年
紀錄。女子1500米自由泳決賽中，美
國名將萊德基展現出長距離統治力，
以15分30秒15摘金。此外，女子200
米自由泳準決賽中，楊浚瑄和湯慕涵
闖入決賽；閆子貝在男子50米蛙泳準
決賽中順利晉級。
男子100米背泳決賽中，在東京
奧運會上收穫一銀一銅的意大利名將
切孔以51秒60的成績打破世界紀錄並
奪冠，這也是本屆世錦賽誕生的第一
項游泳世界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