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港隊焦點賽事
項目 香港時間 賽事 運動員

輪椅劍擊 10:20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 -小組賽 余翠怡、吳舒婷

輪椅劍擊 10:20 女子B級重劍個人賽 -小組賽 鍾婉萍

乒乓球 11:20 女子TT11級單打 -小組賽 吳玟薈、王婷莛

輪椅劍擊 13:10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 - 16強# 余翠怡、吳舒婷

輪椅劍擊 13:10 女子B級重劍個人賽 - 16強# 鍾婉萍

輪椅劍擊 14:10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 - 8強# 余翠怡、吳舒婷

輪椅劍擊 14:10 女子B級重劍個人賽 - 8強# 鍾婉萍

輪椅劍擊 16:30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 - 4強# 余翠怡、吳舒婷

輪椅劍擊 16:30 女子B級重劍個人賽 - 4強# 鍾婉萍

輪椅劍擊 17:30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 -季軍戰# 余翠怡、吳舒婷

輪椅劍擊 17:30 女子B級重劍個人賽 -季軍戰# 鍾婉萍

輪椅劍擊 19:00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 -決賽# 余翠怡、吳舒婷

輪椅劍擊 19:30 女子B級重劍個人賽 -決賽# 鍾婉萍

#若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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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劍后」余翠怡
雄心不減以金牌為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東京殘奧昨日舉行首日賽事，國家
隊於輪椅劍擊項目全取4金，並在
游泳取得1面金牌。

李豪贏國家隊殘奧首金
輪椅劍擊昨日產生4面金牌，首

場決賽為男子佩劍個人A級賽事，
結果來自上海的選手李豪擊敗烏克
蘭的文高，奪得中國代表團在本屆
殘奧首枚金牌。現年26歲的李豪
首次參加殘奧會，在上屆世錦賽
（世界盃）男子佩劍A級個人賽中
獲得亞軍。
是日第2場決賽為男子佩劍個人

賽B級賽事，結果來自江蘇的馮彥
可以15：11戰勝波蘭選手卡斯度
勝出。現年33歲的馮彥可是第二
次參加殘奧，於上屆里約殘奧曾奪

得男子花劍B級金牌。
第3場決賽為女子佩劍個人A級

賽事，現年33歲、曾獲得2019年
世錦賽女子佩劍個人A級冠軍的國
家代表邊靜一直領先，以15：7擊
敗格魯吉亞選手泰芭拿絲芙莉，替
國家隊取得第3金。
是日最後決賽為女子佩劍個人B

級賽事，現年32歲的國家隊選手
譚淑梅，以15：7擊敗1號種子、
烏克蘭的費杜達，為國家隊包攬首
日4面輪椅劍擊金牌。

張麗奪國家泳隊首金
游泳項目，S5級女子200米自

由泳決賽，衛冕的23歲國家代表
張麗游出2分46秒53，力壓英國
和意大利選手，取得國家隊今屆游
泳首金。

首日輪椅劍擊四金
國家隊全取

●輪椅劍擊運
動員余翠怡、吳舒
婷及鍾婉萍今日登
場。

殘奧會圖片

傑志新季更重視年輕球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港超聯勁旅

傑志昨日舉行首課公開操練，會長伍健表示
球隊仍會以培訓年輕球員為目標；另外上季
表現出色的「黑山伊巴」丹恩奴域，則已續
約至2023年。
傑志在今夏從愉園簽入中場查理史葛和小

將潘沛軒，至於原任助教的金東進則會擔任
代理主教練。伍健在訪問中表示，球會今季
組軍工作已大致完成，但為應付亞冠盃，不
排除會為此再度增兵。此外，傑志上季曾表
示會以打造「亞洲阿積士」為目標，希望培
訓出更多年輕球員，伍健指球會今季目標不
變，期望能讓年輕球員有更多機會。
至於上季表現出色的「黑山伊巴」丹恩奴
域，其合約原定在明年2月結束，但早前已
揮筆續約至2023年6月，這位黑山前鋒據報

早前已回港並正在酒店隔離，相信於9月初
可展開操練。

晉峰堅持風格再戰港超聯
另一方面，將第二季征戰港超聯的晉峰昨

日亦舉行記者會，球隊今季會繼續以原有班
底征戰港超聯，再增添數名年輕小將，包括
葉卓文、邵昀俊、林樂勤、陳敏鎧及於晉峰
U18提升上一隊的楊憲樂，今季會繼續以年
輕球員為骨幹，希望球員能有機會發揮所
長，並將繼續堅持風格，以巴塞隆拿式踢
法，希望為球迷帶來更多精彩的球賽。
晉峰球衣胸口贊助商繼續印上「香港未來

足球發展慈善有限公司」，其為2020年成立
的慈善機構，目標為推動香港本地足球發
展，專注足球青訓，培育年輕球員。

丹恩奴域續約至2023年 ●一眾國乒奧運隊成
員皆會征戰全運會。

新華社

中國乒乓球協會日前公示了第
十四屆全國運動會乒乓球項目決
賽階段運動員參賽名單。代表國
乒出征東京奧運的眾將悉數在
列，大滿貫得主丁寧缺席。
在代表國家隊斬獲東奧男團冠

軍的3位選手中，北京隊的馬龍
和廣東隊的樊振東均將參加男
單、男雙、男團，上海隊的許昕
則參加男單、男團和混雙的角
逐。奧運P卡、北京隊選手王楚
欽同樣參加男單、男雙、男團的
爭奪。
國乒女隊方面，山東選手陳夢
將參加女單和女團兩個項目，廣
東隊的劉詩雯參加女單、女團和
混雙三個項目。河北隊的孫穎莎
和黑龍江隊的王曼昱，兩人將參
與女單、女雙、女團、混雙等四

個項目的角逐。里約奧運會女單
冠軍丁寧沒有報名參賽。
中國乒協此前透露，國乒將不
組隊參加9月28日至10月5日在
卡塔爾舉辦的2021年亞錦賽。關
於下半年國家隊的安排，中國乒
協秘書長、男乒主帥秦志戩透
露：「中國乒協計劃在10月份舉
行2021年度乒超聯賽，希望能通
過乒超這個平台去鍛煉年輕球
員。」 ●中新網

全運乒乓名單
奧運陣容在列

●丹恩奴域（藍衫）續留傑
志至2023年。 資料圖片

●晉峰今季將堅持「巴塞風格」。 晉峰圖片

東京殘奧輪椅劍擊女子重劍個人賽今日展
開，港隊代表余翠怡及吳舒婷於早上10

時20分出戰小組首場賽事，曾奪得7面殘奧金
牌的余翠怡首戰面對巴西選手奧利華拉，雖然
已貴為輪椅劍擊界的傳奇人物，但這位37歲的
本地劍手仍然雄心不減，強調會以金牌為目
標：「上屆取得兩面銀牌，今屆希望會有更好
的成績，張家朗早前在東京奧運奪得金牌，對
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而另一名港隊成員鍾
婉萍則會在同樣時間出戰女子B級重劍個人
賽。

陳睿琳百米蝶泳得第4名
游泳方面，港隊陳睿琳昨日遺憾與頒獎台擦
身而過，年僅17歲的她在女子S14級100米蝶
泳初賽游出1分07秒20一度打破大會紀錄，雖
然其後紀錄再被其他泳手改寫，不過陳睿琳仍

以總成績第3名，與隊友張可盈攜手晉身決
賽。可惜決賽陳睿琳起跳表現未及其他對手，
首50米只以第6名觸池，尾段力追下雖然收復
不少失地，但最終游出1分06秒65以第四名完
成賽事，與銅牌得主僅相差0.15秒，而張可盈
則以1分11秒29名列第8位。
有「亞洲蝶后」之稱的陳睿琳是港隊今屆殘
奧最年輕的運動員，雖然今戰失利，不過她在
東京殘奧還會出戰五個項目，分別是S14級200
米自由泳、100米背泳、SB14級100米蛙泳、
SM14級200米個人混合泳以及混合S14級4×
100米自由泳接力。而另一港隊泳手鄧韋樂於
男子S14級100米蝶泳雖然未能晉級，但接下
來將會出戰主項200米自由泳爭取衛冕。

吳玫薈王婷莛乘勝追擊
乒乓球女子TT11級單打方面，昨日旗開得

勝的吳玫薈及王婷莛將會再度出擊，兩名球手
在首場小組賽同樣以3：1分別擊敗日本的伊藤
槙紀及法國的費莉，出線機會高唱入雲。

今晨出戰

「七金劍后」余翠怡今日將出戰東京殘奧會輪椅劍擊女子A級重劍個人

賽，已收穫11面殘奧獎牌的她直言會以金牌為目標，希望延續每屆賽事均有獎牌落袋的紀

錄。至於港隊昨日和獎牌失諸交臂，有「亞洲蝶后」之稱的陳睿琳，在女子S14級100米蝶泳決

賽屈居第4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東京殘奧獎牌榜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澳洲 6 1 3 10
2 中國 5 1 2 8
3 俄奧委會 3 1 2 6
4 意大利 2 1 2 5
5 烏克蘭 1 5 2 8

*截至8月25日，只列前5排名

李豪：如不是劍擊，
我很難撐下去

●陳睿琳取
得第4名。
殘奧會圖片

▲吳玟薈首戰擊
敗日本選手。

殘奧會圖片
▶王婷莛首戰擊
敗法國選手。

殘奧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
馬曉芳北京報道）白衣、面罩、
手中的劍。雖然身體坐在固定的輪
椅上，但他出劍依然迅猛。李豪
1994年出生於四川省華鎣市明
月鎮，2歲時遭遇車禍，右腿
被截肢，但男孩好動的天性，
讓他選擇成為一名運動員。
「訓練劍擊之前我是練游泳
的，但由於評級的原因，造
成自己心理落差很大，差點

放棄運動。」但憑着堅韌的性格和
不服輸勁頭，李豪又轉項開始劍擊

生涯。「當時自己還是不甘心，想
挑戰一下，之後被劍擊教練看上
了，所以轉項又開始了自己的運動
生涯。」
2014 年開始從事輪椅劍擊訓

練，2015年21歲的李豪從四川來
到上海加入上海輪椅劍擊隊，也讓
他的劍擊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
展。而今，李豪奪得東京殘奧會中
國隊首金，終於圓了一個劍客的奧
運夢。「如果不是因為劍擊，我可
能很難撐下去，很感恩自己遇到的
每一個伯樂。」

●李豪（左）和第四金獲得者譚
淑梅（右）。 中國殘聯供圖

●李豪奪得國家隊今
屆殘奧首金。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