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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集世界頂尖選手的 2021 年世界花樣滑冰錦標
賽，當地時間 24 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拉開戰幕。
中國隊派出全部精英，力爭 2022 年北京冬奧會參
賽資格。而於首日進行的雙人滑短節目比賽中，中
國組合隋文靜/韓聰（「葱桶」組合）發揮平穩，

● 隋文靜（上）/
韓聰表現穩健。
韓聰表現穩健
。
美聯社

以 77.62 分名列第二輕鬆晉級自由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花滑世錦賽揭幕「葱桶」次名晉級
賽後隋文靜/韓聰在接受內地傳媒訪
問時表示，由於傷病原因節目編

排並不充足，滑行過程也有一些小失
誤，但整體發揮尚可，希望自由滑能發
揮出最好水平。
「今天的表現還是挺好的，發生了一
些小的失誤，但是作為今年的第一次比
賽，能夠順利發揮出自己較好的水平，
還是很開心的，希望明天（香港時間今
日凌晨）可以順利地完成自由滑，發揮
出最好的水平。」隋文靜說：「這場比
賽和之前不一樣，因為沒有觀眾，但我
想觀眾應該都會在電視機前看我們，所
以對我們來說區別不大。每場比賽對每
個運動員來說都不一樣， 我們要做的
就是盡最大努力享受比賽。」
「因為很久沒有出國比賽了，這次對
我們來說有一定挑戰性，不管從恢復方
面還是時差方面。前幾年我們喜歡選擇
離家比較近的大獎賽，希望能夠利用有
力的條件去參加比賽。但運動員都是戰
士，應該要挑戰一切困難，不管是時差
還是身體問題，站在賽場上就是希望身
體力行為國而戰！」她說。

隋文靜：

運動員都是戰士
為國而拚

●隋文靜
隋文靜//韓聰
韓聰（
（右）在當日的比賽中演出《給克魯克的藍調
給克魯克的藍調》
》。

法新社

愉 園 入 信 足 總
明交代女球證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老牌港超球會
愉園與女球證羅碧芝之間的風波尚未平息，繼羅
碧芝入信投訴被球員言語「性騷擾」後，愉園也
去信足總，相信是要求拒絕再讓她執法所有與球
會有關賽事，領導層將於周六對冠忠南區賽後向
傳媒公開交代事件。
愉園在周日（21日）對天水圍飛馬後，即爆出
連串風波。主教練鮑家耀賽後批評羅碧芝「體能
跟不上比賽節奏」，要求「足總不要再派女球證
執法男子賽事」，被質疑為性別歧視。愉園翌日
發出聲明，承認有關言論不當，會深切反省，並
向受影響人士致歉，亦會提醒職、球員注意言

「北京國安」
續征中超聯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黎永淦）中國足協
今年力推球會名稱
「中性化」，引發內
地一輪改名潮。根據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系
統顯示，「北京中赫
國安足球俱樂部」已
正式更名為「北京國
安足球俱樂部」。
「北京國安」的名稱
得以順利過渡。
去年年底中國足協
推出中性化政策，規
定球會名稱中不得含
有球會股東、股東關
聯方或實際控制人的
字號、商號或品牌名
稱等。為了保留「北
京國安」的名稱，球會股東中信集團曾
提交產權轉讓申請，以 1 元底價轉讓所
持 36%的北京中赫國安足球俱樂部股

份。經過近 4 個月的
努力和爭取下，球隊
將繼續以「北京國
安」的名字征戰新賽
季的中超聯賽。
目前已經有多間中
超球會確定更名，廣
州恒大更名廣州隊，
廣州富力更名為廣州
城，天津泰達更名為
天津津門虎，上海上
港更名為上海海港，
山東魯能泰山更名為
山東泰山，青島黃海
●國際足協評出 更名為青島隊。
最應參加世界盃
此外，國際足協評
的球員，
的球員
，武磊榜 選出了 10 位最應該參
上有名。
上有名
。新華社 加世界盃的球員，現
効力於西甲愛斯賓奴
的中國球員武磊亦榜上有名。其餘球星
包括阿仙奴的奧巴美揚、熱刺的加里夫
巴利及利物浦的華基爾雲迪積克等等。

●陳虹伊驚險晉級自
由滑比賽。
由滑比賽
。 法新社

論。不過羅碧芝在同一日入信足總，投訴賽後領
紅牌的林衍廷及教練鮑家耀，當中更涉及性騷擾
指控，令事件進一步發酵。
不過有關指控本應屬內部機密，今次反常地提
早曝光，令人懷疑有人私下向傳媒放料，借助輿
論壓力帶動風向。愉園於 23 日晚上回應，指已
接獲足總知會「有關愉園球員林衍廷之不檢行為
犯規」，會先等待足總內部聆訊的結果再作處
理。如果事情屬實，球會及球員會承擔責任，並
會內部紀律處分涉事球員。愉園亦去信足總，相
信是循正式途徑要求暫停羅碧芝執法有關賽事，
領導層周六會向傳媒交代事件。

長話
短說
「00 後」
閃耀射擊奧運選拔賽
中國國家步手槍射擊隊東京
奧運會最終隊伍選拔賽，「00
後」小將姜冉馨、張雨、盛李
豪（左圖）在眾多高手中脫穎
而出，攜手龐偉、楊皓然等名
將成功拿到東京奧運會參賽資
格。盛李豪在賽後表示：「我
就是盡全力去打，感覺還是比較冷靜，整體表現感覺挺好的，今
天決賽主要還是運氣比較好。很榮幸能夠有資格參加東京奧運會
的比賽。」
●新華社

京滬會師男排超級聯賽決賽
2020-2021 賽季中國男子排球超級聯賽 24 日在國家體育總局秦
皇島訓練基地展開準決賽爭奪。
北京隊 3：0 橫掃勁敵浙江隊，
衛冕冠軍上海隊（右圖）遭遇江
蘇隊頑強抵抗，有驚無險地以
3：0的比分晉級。北京隊主帥劉
旭東表示：「我們這套陣容實力
是有的，現在狀態很好，會認真
準備決賽。」
●新華社

兩高球手成實習生計劃首批成員

●鮑家耀
鮑家耀（
（右二
右二）
）曾批羅碧芝
曾批羅碧芝（
（左二
左二）
）體能跟不上比賽
節奏。
節奏
。
資料圖片

陳 虹 伊驚 險
誤
失

2021 年花樣滑冰世錦
賽當地時間 24 日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爾摩拉開戰幕。在首
日進行的雙人滑短節目比賽中，
中國組合隋文靜/韓聰以 77.62 分排在

彭

韓聰在去年做了腰部手術，這場比
賽是他恢復後第一次參加正式比賽。
對此，韓聰表示：「去年缺席了中國
盃是因為我的傷病還沒有完全恢復
好，做了手術之後，這賽季整體的目
標還是恢復所有的傷病。因為明年是
奧運年，我們要積極地為奧運做準
備。這次比賽對我們來講還是蠻有挑
戰性的，對我們來講就是展現自己，
去拚出自己的狀態。」
另外，國際滑聯當天還宣布，在最新
一期的新冠疫情檢測中，出現一例陽性
病例，但並未透露感染者身份。不過，
韓聰認為不會對其帶來影響：「我們尊
重組委會所有的防疫安排，也會在這種
情況下繼續比賽。我們更加專注於比賽
本身，這也是一段寶貴的經驗。」

程

韓聰傷病未完全恢復

/金

楊

● 隋文靜
隋文靜//韓聰（右）
在短節目比賽中以
77..62
77
62分名列第二
分名列第二。
。
路透社

晉

級

第二輕鬆晉級自由
滑；另一對中國組合彭
程/金楊出現失誤，以 71.32
分排在第五。
韓聰與搭檔隋文靜本場使用的
曲目是《給克魯克的藍調》。儘管遠離
賽場一年多，但兩人的表現相當穩健，
最終技術40.53分，節目內容37.09分，
總成績 77.62 分排在所有參賽組合的第
二位。
彭程/金楊在開場階段出現失誤，彭
程意外滑倒，隨後的後外點冰三周單跳
也單手扶冰，最終他們排在第五。
在稍早進行的女單短節目比賽中，中
國選手「火苗」陳虹伊得到 58.81 分，
在所有選手中排名第 22 位，驚險拿下
一張自由滑比賽的入場券（女單短節目
前24名可參加自由滑比賽）。
本屆世錦賽是自去年加拿大世錦賽取
消後，花滑項目的首次國際大賽，同時
也是北京冬奧會的資格賽，各隊都派出
頂級陣容參加。比賽空場舉行。
當天國際滑聯還宣布，在最新一期的
檢測中出現一例新冠陽性病例，但並未
透露感染者身份。
●新華社

●何妙兒
何妙兒（
（左）和伍城
鋒在實習生計劃中得益
良多。
良多
。
高總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高爾夫球
總會（高總）為了讓高球運動員在疫情期間繼續
自我磨練，首次推行實習生計劃，冀為年輕球手
提供平台，讓他們更深入地了解高球生態圈的發
展，更好地認清本身應走的高球路。其中年輕球
手 何 妙 兒 （Mimi Ho） 和 伍 城 鋒 （Terrence
Ng）成為是項計劃的首批成員，為期一年。
Mimi 和 Terrence 在大學均選修體育管理，且
在國際比賽中表現出色，是香港隊的中堅分子成
員。二人畢業後亦立志投身體育事業，同時會積
極爭取更多實戰經驗，提升球技。
但由於疫情的來襲，高總原定的青訓計劃被打
亂，兩位實習生 Mimi 和 Terrence 笑言，這本來
可視為「壞事」一樁，但卻令他們獲益良多，原
來打高球沉着應戰的「技能」非常管用，迫使他
們學曉在逆境下如何繼續有效的推動高球運動、
如何有系統地提升少年球手的技能。這次實習，
他們不僅變身成為「後輩」的輔導師，給他們傳
授正確的打高球思維和技法，同時亦是一次難得
自我認知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