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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浚瑄女子200米自由泳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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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榮耀

【大公報訊】據新
華社報道： 日在第
屆世界游泳錦標賽上，
中國花樣游泳隊取得歷
史性突破，首次奪得集
體技術自選項目的世錦
賽 金 牌 ； 女 子 200
米自
由泳決賽中，奧運接力
冠軍楊浚瑄奪冠，湯慕
涵摘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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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在頒獎儀式上合影。

在花游集體技術自選項目預賽中高居第一位的中國隊，
決賽中派出的陣容包括常昊、馮雨、王賜月、王柳懿、王芊
懿、向玢璇、肖雁寧、張雅怡8名選手，在12支隊伍中第七
位出場。當場上響起《我愛你中國》的背景音樂時，泳池裏
的姑娘們迸發出無窮的澎湃力量，用實際行動演繹着 「以夢
為馬、不負韶華」 的《追夢》主題。整套動作堪稱完美的視
覺盛宴，中國隊最終以94.7202分奪冠。這是中國花游隊自
1983年建隊以來，首次在奧運集體項目中獲得世錦賽金牌，
運動員和教練員哭着、笑着，擁抱在一起。日本隊和意大利
隊分別摘得銀牌和銅牌。

花游隊實現三次突破

惠龍兒楊和投灣區翼龍
【大公報訊】日前
宣布離開南華的香港籃
球代表隊主將惠龍兒，
與同樣離開南華的楊
和，他們加盟了灣區翼
龍隊，將參與在10月
開賽、全新的東亞籃球
超級聯賽（EASL）。
據灣區翼龍隊的官
方微博介紹，灣區翼龍
隊是由灣區晉裕鳳凰隊
更名而來。隊伍在香港
籃球總會和國際籃聯支
持下創建。灣區翼龍隊 ▲灣區翼龍球會海報。
灣區翼龍圖片
昨天公布了大軍名單，
他們將參加於10月開
始舉行的東亞籃球超級聯賽。當中包括了惠龍兒與楊和。惠
龍兒曾經在2017至19年出戰CBA賽事，這次他離開南華，
尋求加盟另一支職業隊伍，將會參加新創立的東亞籃球超級
聯賽。

參戰東亞超級聯賽
灣區翼龍除了惠龍兒和楊和，陣中亦有曾效力甲一遊協
及飛鷹隊的史葛伊榮，其餘球員尚有中國球星劉傳興、前南
京男籃隊長宋建驊、代表清華大學奪得中國大學生聯賽
CUBA冠軍的鄭祺龍，及前CBA球員司坤、喬文瀚、林爵華
及張志源。球隊由前澳洲國家隊主帥戈爾領軍。據灣區翼龍
介紹，戈爾曾領軍6奪澳洲籃球聯賽總冠軍，也是去年東京
奧運領軍澳洲男籃奪得銅牌的主帥。
據灣區翼龍公布，他們獲邀參加9月在菲律賓開賽、為
期3個月的PBA委員盃賽事，並將臨時以馬尼拉作為他們出
戰東亞籃球超級聯賽的主場。東亞籃球超級聯賽將在10月開
鑼，共8支隊伍參賽，當中包括了韓國KBL聯賽、菲律賓PBA
聯賽、日本B聯賽的冠亞軍隊伍、灣區翼龍及來自中國台北
（聯賽冠軍隊伍）等國家及地區的隊伍參賽。

新華社

中國隊游泳世錦賽獎牌榜
運動員

項目

獎牌

王柳懿 王芊懿

花游雙人技術自選 金牌

楊浚瑄

女子200米自由泳 金牌

常 昊 馮 雨 王賜月 王柳懿
王芊懿 向玢璇 肖雁寧 張雅怡

花游集體技術自選 金牌

張雨霏

女子100米蝶泳

銅牌

石浩璵 張依瑤

花游混雙技術自選 銅牌

湯慕涵

女子200米自由泳 銅牌
註：截至6月22日

▼楊浚瑄在比賽中。

三人籃球世界盃開鑼

張曉歡曾經是中國頂尖花游運動員，退役後擔任教練，
共經歷過五屆奧運會和九屆世錦賽。作為現國家隊教練組組
長，她在賽後激動地說： 「中國花游從來沒有在世錦賽奧運
集體項目中獲得過金牌，這是幾代花游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們在東京奧運會銀牌這麼高的起點上，肩負着前輩們的責
任和希望、光榮和力量，繼續往前衝。現場來了這麼多的華
人華僑為中國隊加油，我感到特別激動和溫暖。我更加感受
到，無論走到哪裏，都有強大的祖國在支持我們。隊員們的
完美表現對得起這七個月來的艱苦訓練。」
張曉歡說： 「和以往相比，這一次備戰工作困難重重、
挑戰多多。因為疫情我們沒有比賽，也無法進行戶外適應訓
練，但在國家體育總局和游泳中心領導全力支持下，我們得
以有安全的環境安心訓練。我們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包括
前國家隊主教練汪潔定期來隊裏進行技術指導，在我們遇到
困難的時候指引方向、給予精神鼓勵；王芳教練在混雙訓練
方面做了很多細緻工作；還有科醫人員的付出……。」
直至21日（當地時間），中國花樣游泳已經在本屆世錦
賽實現了三次歷史性突破：從王柳懿／王芊懿姐妹倆的雙
人、石浩璵／張依瑤的混雙再到集體技術自選。接下來，他
們還將向三個自由自選項目的最高峰發起衝擊。
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中國兩位接力奧運冠軍楊浚
瑄和湯慕涵並肩出戰，在前半程落後的情況下，後半程一起
發力趕超。最終楊浚瑄以1分54秒92奪冠，得到職業生涯第
一枚長池世錦賽金牌。這是中國游泳隊在本屆世錦賽上獲得
的第一塊金牌。澳洲名將奧卡拉漢獲得亞軍。湯慕涵以1分
56秒25收穫銅牌。
男子200米蝶泳決賽中，東京奧運會該項目冠軍、主場
作戰的匈牙利選手米拉克以1分50秒34的成績刷新世界紀錄
並奪冠。這是本屆世錦賽誕生的第二項世界紀錄。

▼中國隊選手在比賽中。

新華社

【大公報訊】據
新華社報道：21日，2022國際籃
聯三人籃球世界盃在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
衛普拉開戰幕，在首個比賽日登場的中國
女隊一勝一負，目前排名小組第三。
以衛冕冠軍身份出戰的中國女隊由王
麗麗、萬濟圓、張芷婷、曹君偉四名球員
組成，其中王麗麗、萬濟圓和張芷婷均參
加了去年的東京奧運會並贏得銅牌。
本屆賽事，中國隊與德國隊、羅馬尼
亞隊、立陶宛隊、日本隊同組，其中德國
隊為現世界排名第一，是本組頭號種子。
中國隊首場比賽面對羅馬尼亞隊形成
全場壓制，常規時間內先拿到21分，以
21：12贏得 「開門紅」 。張芷婷和萬濟圓
分別貢獻8分。
大約兩個半小時後，中國隊迎來了第
二場比賽，對手是日本隊。開局階段，中
國隊受犯規困擾一直落後，日本隊全場獲
得10次罰球機會，並藉此拿到6分，而中
國隊沒有一次罰球。
比賽還剩1分多鐘時，中國隊一度將

◀楊浚瑄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

新華社

比分追至14平，但關鍵時刻
再次犯規，給了對手兩罰一擲的機會，最
終以14：17落敗。
「今天是第一天比賽，可能還是會有
些緊。」 萬濟圓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
示， 「很長時間沒有跟國外的對手比賽，
這些對抗可能還是有點不適應。」
同組的立陶宛隊以21：14、18：16分
別擊敗了日本隊和德國隊，兩戰全勝暫列
小組首位。羅馬尼亞則在輸給中國隊後又
以14：16輸給德國隊，兩戰皆墨小組墊
底。日本隊、中國隊、德國隊均是一勝一
負，按小分差距分列二到四位。
根據賽制，本屆世界盃男、女各有20
支隊伍，分成四個小組。小組頭名直接晉
級八強，第二、三名的球隊將進行附加
賽，爭奪另外四個八強席位。每支球隊在
小組賽階段都是一日雙賽，中國女隊剩餘
兩場小組賽將在23日進行。
男子方面，由顏鵬、郭瀚宇、李浩
南、朱淵博組成的中國隊與拉脫維亞隊、

▲中國女隊的萬濟圓（左）在比賽中。
國際籃聯圖片

▲中國女隊的萬濟圓（左）與王麗麗
（右）聯防日本隊進攻。
國際籃聯圖片

荷蘭隊、波蘭隊、日本隊分在 「死亡之
組」 。

盧卡古如願重返國際米蘭

南野拓實離利物浦投摩納哥

【大公報訊】據每日郵報報道：比利時射手盧卡古終於離開傷心
地史丹福橋而重返開心地聖西路，意甲國際米蘭與車路士達成借用協
議，將付出700萬鎊的一年借用費再加浮動獎金，同時盧卡古亦自願
減薪35%，據報當盧卡古獲悉終於如願後，還激動得掉下眼淚。
盧卡古回歸國米實屬事在必行，只是國米與車路士雙方一直在有
關費用上僵持，但到了周二晚終有所突破。去年夏天耗費車路士破球
會紀錄9750萬鎊轉會費從國米收購的盧卡古，如今就以700萬鎊另加
獎金外借回國米，目前賺取32.5萬鎊周薪的盧卡古亦答應減薪
35%，減至約21萬鎊。
29歲的盧卡古上季協助國米
重奪意甲錦標，今季第2次加盟
車路士，但表現未符預期，全季
上陣44次、僅入15球，更在季中
爆出不滿球隊和領隊杜切爾的
「受訪門」 醜聞。完成外借盧卡
古後，車路士將加速進行收購曼
城翼鋒史達寧的工作，希望趕及 ▲盧卡古將重返國際米蘭。
季前備戰。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BBC報道：利物浦今季的 「雙盃功臣」 南野
拓實，黯然結束在晏菲路的兩年半過客生涯，法甲摩納哥答應以
1800萬歐元轉會費收購該名27歲日本國腳，他亦是繼奧歷治和
落實加盟拜仁的沙迪奧文尼之後，今夏第3名離隊的攻擊球員。
南野拓實於2020年1月由薩爾斯堡加盟利物浦，成為隊史首
位日本籍球員，但一直只是後備，2021年2月更被外借至修咸頓
效力半季。今季南野雖然重返利物浦，但依舊只扮演 「路人甲」
角色，然而他在今屆的足總盃和聯賽盃合共射入7球，是球隊連
奪兩盃賽冠軍的重大功
臣 ， 可 惜 合 共 上 陣 55
次 、 射 入 14 球 的 南 野
拓實，最終亦難逃被放
棄的厄運。南野拓實在
2019至20球季的下半季
為 利 物 浦 上 陣 10 場 英
超，剛好達到拿取冠軍
獎牌的資格，球迷也為 ▲南野拓實將轉投摩納哥。
其送上祝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