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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癒 復 出 顯 王 者 歸 來 氣 勢

「 直 通 WTT 大 滿 貫 ． 世
乒賽」暨奧運模擬賽日前在
河南省新鄉市拉開戰幕，傷
癒復出不久的國乒名將劉詩
雯一日雙賽，在女單和混雙
比賽中均全勝對手，顯示出
「王者歸來」的良好狀態。
●中國乒乓球協會發布東京奧運會選拔辦法（徵求
意見稿）。
官網圖片

國乒男女隊主帥：
直通賽不影響奧運選拔

●劉詩雯復出後狀態正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
新華社

作為里約奧運女團冠軍成員、世界盃
五冠王和 2019 年世乒賽女單和混

在上午的女單小組賽中，以大比分 3：0
戰勝北京小將郭雨涵，取得完美開局；
在下午的混雙淘汰賽中，她與許昕以4：
0 橫掃對手躋身 8 強，這也是自去年 2 月
的德國公開賽後，兩人首次搭檔參賽。
賽後劉詩雯低調表示，自己正在逐漸
適應比賽節奏，接下來還要調整好心
態，希望能在與更強對手的較量中發現
不足，找準定位。但作為其搭檔，許昕
對劉詩雯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她仍是女
選手中整體能力最強的。

雙的雙料冠軍，劉詩雯的東京奧運席位
一直毋庸置疑。但在 2020 年初，劉詩雯
進入傷停狀態，並進行了肘部手術。在
今年 3 月的全運會乒乓球資格賽中，休
賽一年多的劉詩雯才正式復出。因為缺
少大賽積分，其世界排名顯著下降，女
子單打掉至第 7 位，混雙降至第 3 位。劉
詩雯還能否出征東京奧運，也一度成為
外界的熱門話題。
日前中國乒乓球協會發
布東京奧運會選拔辦法
●許昕和劉詩雯
許昕和劉詩雯（
（前）
（徵求意見稿），明確運
合作無間。
合作無間
。
新華社
動員選拔「參照世界排名
且不唯世界排名」的原
則，讓喜愛劉詩雯的球迷
稍感心安。在本次直通賽
中，劉詩雯和許昕這對曾
排名世界第一的混雙搭檔
重出江湖，也讓人進一步
看好這位國乒「人氣王」
的東京奧運前景。
在日前的賽事中，劉詩
雯不負眾望、滿血復活。

東京奧運會將乒乓球混合雙打首次列為
正式比賽項目，但每支代表隊只能有一對
選手參賽，這也意味着在奧運會混雙比賽
中，整體實力強大的國乒無法依靠「人海
戰術」爭冠，參賽選手不容有失。

渴望戰奧運成堅持動力
對此，劉詩雯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
稱，對奧運會的渴望才讓她有動力堅持到
現在。「我覺得我們還是很有信心（獲得
混雙冠軍），只要內心足夠強大，你就能
面對一切。」
相對於本次大賽的
WTT 大滿貫及世乒賽的
直通資格，劉詩雯顯然
更看重為奧運練兵的目
的。她稱，在單打比賽
中，她希望能發現問
題，彌補差距；在混雙
賽事中會多演練訓練的
套路，和搭檔更好地磨
合，以迎接東京奧運會
更為殘酷的較量。
●中新社

直通賽改制引冷門戰果

●馬龍在比賽中回球
馬龍在比賽中回球。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直通 WTT
大滿貫．世乒賽」暨東京奧運模擬賽於日前開
幕，由於今次比賽採取全新的比賽形式，雲集
目前中國青少年組及成年組最優秀的球員同場
競技，故首日即出現冷門賽果，其中世界排名
第 2 位的許昕在男單小組賽以 2：3 負於 16 歲小
將林詩棟；在混合雙打淘汰賽，世界排名第 1
位的樊振東和搭檔錢天一亦慘遭一輪遊。
出生於2005年的林詩棟去年底才剛入選國乒二
隊，是海南省首位乒乓球國手，這位小將於昨日
早上的比賽再以直落3局輕取閆安，由於單打小
組賽採取循環賽制，只有小組頭名才能晉級，林

為保爭上前四希望

晉峰誓挫冠忠南區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
黎永淦）「升
班馬」晉峰，
只要在今午的
「中銀人壽香
港超級聯賽」作客打敗冠忠
南區，便可保持一線爭上
「前 4」的希望。冠忠南區
賽前有澳洲中鋒卡希爾離
隊，新加盟的林柱基亦不急
於上陣，只能以原班人馬應
戰，求報卻首循環一敗之
辱。
冠忠南區 3 月份作客晉
峰，被對手於比賽末段射入
極刑，爆冷以 0：1 敗陣。
至今比賽了 12 輪，這支地
戲碼
區球隊只得 9 分，與愉園並
列榜尾。綜觀 4 支下游隊 冠忠南區VS晉峰
伍，冠忠南區的入球能力是
最強一隊，不過失球數字卻達 25 球，只比晉
峰少 2 球，反映球隊防守出現極大問題。會方
賽前簽入了前富力 R&F 中場林柱機，惟他未
能趕及上陣，加上由澳職中岸水手外借的卡希
爾，因獲得重召要趕及在當地限期前註冊，已
提前中止借用合約返回澳洲，令冠忠南區少了
一名球員調動。卡希爾今季為球隊上陣 10
場，只取得 2 個入球，表現明顯不及夏志明及

● 晉 峰（
峰（左）
在 3 月曾擊敗
冠忠南區。
冠忠南區
。
新華社

港超聯今日賽程
開賽時間
15:00

比賽地點

詩棟出線的機會甚高。至於首戰落敗的許昕在昨
早的第2輪比賽僅以3：2險勝牛冠凱，他賽後表
示想跟上年輕人的節奏反而影響了自己表現：
「太想跟上年輕運動員的速度反而拖了自己的
節奏，要從被動中找到贏球的方式。」
除了許昕，單打暫時未有冷門賽果出現，
馬龍、樊振東、林高遠、孫穎莎和劉詩雯
均未嘗敗績；相反直接進入淘汰賽的混雙
比賽則有令人意外結果，樊振東/錢天一
竟以直落 4 局被削球組合馬特/劉斐淘
汰，但頭號種子許昕/劉詩雯等組合皆
能過關。

全國游泳冠軍賽掀起青春風暴
五四青年節這一天，2021
年全國游泳冠軍賽暨東京奧
運會選拔賽掀起「青春風
暴」：在女子 200 米自由泳
決賽中，19 歲的山東姑娘楊
浚瑄以 1 分 54 秒 57 奪冠並改
寫由她自己保持的亞洲紀
錄，15 歲的浙江小將余依婷
在女子 200 米個人混合泳比
賽中以 2 分 09 秒 64 摘金並再
創世界青年紀錄。
女子 200 米自由泳決賽，
楊浚瑄前 50 米一馬當先，以
巨大優勢奪冠，成績定格在 1 分 54 秒
57，比她在今年 3 月廣東肇慶中國游
泳爭霸賽創造的 1 分 54 秒 70 提高了
0.13 秒。而 3 月份的亞洲紀錄還在等
待亞洲游泳聯合會認可，4 日的新紀
錄需要繼續「排隊」。
「從肇慶到青島比賽這兩個月，我

接再厲，以 2 分 09 秒 64 突破
她預賽的世界青年紀錄 2 分
09 秒 88。倫敦奧運會冠軍、
亞洲紀錄保持者葉詩文獲得
第三，離奧運 A 標只差 0.01
秒。
「我今天決賽沒有壓力，
只想全力再衝一槍。教練賽
前沒有特別說很多的戰術，
讓我跟着感覺走，賽後他說
●冠軍楊浚瑄
冠軍楊浚瑄（
（中）、
）、亞軍李冰潔
亞軍李冰潔（
（左） 游得挺好。我很開心，又提
與季軍湯慕涵在頒獎儀式上。
與季軍湯慕涵在頒獎儀式上
。
新華社 高成績了。」余依婷說。
遼寧名將王簡嘉禾在女子
1500 米自由泳決賽遙遙領先，以 15 分
感覺在體能、力量和速度方面都有了
49 秒 07 的成績獲得冠軍，距離自己保
提升，之前在雲南芒市的室外池訓
持的亞洲紀錄相差3秒。
練，有助於恢復。賽前我沒有想破紀
在兩個男子項目決賽中，廣東隊陳
錄，只是想游出比較好的成績。」楊
俊兒獲得 200 米蝶泳冠軍，離奧運 A
浚瑄說。
標還差 0.29 秒；浙江隊則稱雄 4×200
余依婷繼女子 200 米個人混合泳預
米自由泳接力。
●新華社
賽刷新世界青年紀錄後，在決賽中再

票價

香港仔運動場 $80、$30（特惠票）

史提芬彭利拿。
晉峰踏入下半季表現突飛猛進，12 戰 12 分
更令這支升班馬成為下游分子之中，唯一有力
爭上「前 4」一隊。數字上晉峰只要今天獲
勝，來仗再大勝理文 5 球，即可憑較佳對賽成
績壓過對手殺上爭標組。假若今天未能全取 3
分，理文亦可篤定獲得爭標組最後一席，第 3
循環與傑志、東方龍獅及天水圍飛馬爭冠軍。

2021「直通 WTT 大滿貫．世乒賽」暨
奧運模擬賽日前在河南新鄉開賽，中國
乒乓球隊男隊主教練秦志戩和女隊主教
練李隼在解讀本次賽事時說，直通賽重
點在於爭奪 WTT（世界職業乒乓球大聯
盟）大滿貫及世乒賽名額、乒超聯賽准
入資格，並不會影響國乒奧運陣容的走
向。
因為全球疫情，令各國和地區乒乓球
選手普遍缺乏國際大賽演練，也給各參
賽隊伍的奧運布陣施加了難題。中國乒
乓球協會採取積極主動措施，4 月 26 日
宣布於「五一」期間舉辦新鄉直通賽，
以應對距離東京奧運會只剩不到 90 天而
全球疫情蔓延下國際比賽機會幾乎為零
的雙重壓力。
4 月 29 日，中國乒協官網公示了《乒
乓球項目參加東京奧運會選拔辦法》，
宣布將從主力運動員中選拔大賽成績突
出、對外戰績優異、心理素質和抗壓能
力強的運動員參加東京奧運會。
國乒女隊主教練李隼介紹說：「（國
乒奧運選拔）遵循參照世界排名且不唯
世界排名的原則，結合近兩年運動員參
加一系列國際國內大賽成績，確定參加
奧運會的主力運動員範圍；綜合考量運
動員競爭實力、體能狀況、傷病康復等情
況，以及為國爭光、大局為重的思想意
識，合理安排運動員兼項。」
根據已公示的選拔辦法，確定國乒奧
運陣容的具體程序為：由教練組集體討
論後初步提出運動員參賽名單，經由總局
乒羽中心紀委人員、中國乒協領導、中國
乒協備戰東京奧運會戰略體系指揮部、參
謀部、國家隊教練組人員組成的選拔工作
領導小組討論，並報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
辦公會研究通過後，最後報國家體育總局批
准。
當被問及新鄉直通賽的成績會否影響國乒奧
運名單及 P 卡（替補隊員）的使用時，中國乒
協秘書長、國乒男隊主教練秦志戩明確表示完
全不會有影響：「參加東京奧運會的陣容、P 卡
歸屬等問題經過教練組多輪討論，並依據東京奧
運備戰周期內一系列比賽的綜合成績評定初步名
單，近期將會按程序報批並對外進行公示。」
他說：「本次直通比賽我們主要選拔的是 WTT
大滿貫和世乒賽的參賽名額、以及乒超聯賽前 16 的
准入資格。在為各層次運動員創造參加不同賽事機
會的同時，也借機增加比賽的對抗性和實戰性，充分
演練東京奧運陣容。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隊員有機會
入選大滿貫、世乒賽，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賽事舞
台。」
●新華社

廣州城勝青島登中超榜首
本季中超聯賽第 3 輪日前上演兩場比賽。廣州城憑迪亞
高 79 分鐘的入球以 1：0 擊敗青島，暫時登上積分榜榜首。
廣州城和青島此前兩輪均 1 勝 1 和保持不敗，但縱觀全場比
賽，雙方進攻機會都不多，青島隊全隊只有兩腳射門射
正。而此前表現出不俗進攻火力的廣州城也是直到比賽最
後階段，才由後備登場的迪亞高完成致勝一擊。同日另一
場重慶兩江競技與滄州雄獅 2：2 握手言和，取得本季第一
個聯賽積分。
●新華社

長話
短說
舞林高手匯聚中原較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2021年中國體育舞
蹈俱樂部聯賽（河南站）暨第二十八屆河南省體育舞蹈錦
標賽 5 月 1 日至 3 日在河南省體育館舉行，來自河南、北
京、寧波、湖南、新疆等地的 117 支代表隊，達到 7,000 餘
各路「舞」林高手匯聚一堂，「舞」動中原一較高下。本
次比賽是後疫情時代舉辦的 2021 年中國體育舞蹈俱樂部聯
賽的分站賽之一，比賽設置大學生組、高校組、職業組、
業餘組等不同的組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