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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牛下女車神」李慧詩昨日在河南省
洛陽市體育中心出戰全運會場地單車女子爭
先賽決賽，以直落兩場擊敗上海的鍾天使，
奪得冠軍，亦是香港隊在今屆全運首面金
牌。 該項目銀牌和銅牌分別由上海選手鍾天使和河南隊洛
陽籍選手鮑珊菊奪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洛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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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賽事同一項目得銅牌的李慧詩面對老
對手、國家隊奧運代表鍾天使，第一場

採用後上的策略，留守對手後方，在最後一個
彎位之後爆發後勁，直路壓贏對手過終點，領
先1：0。到第二場，李慧詩最初以慢速領前，
其後鍾天使反先並開始加速，到最後一圈，李
慧詩再一次貼近鍾天使並在最後直路超前對
手，連贏第二場，順利贏得爭先賽冠軍。

李慧詩今戰凱琳賽爭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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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李慧詩特別感謝總教練沈金康一直以來
的教導與陪伴，她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表
示，此次全運會比賽一直抱着比較輕鬆的心
態，「奧運會已經比較累了，回國之後還要隔
離，自己就想着沒關係，能發揮多少就發揮多
少。本次全運會比賽時間安排上也不像奧運會
那麼密集，第一輪和第二輪中間有一個小時的
間歇時間，比較輕鬆。」至於接下來的安
排，李慧詩表示沒有想太多，就想着比賽結束
就可以歇一下，至於以後就是想騎就繼續騎。
根據賽程，李慧詩今日將出戰凱琳賽，力爭今
屆第2面金牌。

單車會供圖

與強者對決 香港棒球隊收穫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在 9 月 9 日十
四運會棒球比賽第 5 個比賽日中，隨着東道主陝西隊在
第 4 局一鼓作氣拿下 5 分鎖定勝局，香港隊遭遇 4 連敗，
從而止步小組賽。
香港隊共有 16 名運動員，是所有參賽隊隊員最少的隊
伍，而與內地其他專業隊不同，香港隊球員都是業餘選
手，年齡最小的 18 歲，最大的也只有 28 歲。「儘管我們
的球員來自不同職業，甚至還有在校學生，但大家對十
四運會棒球比賽非常渴望。」香港隊主教練區學良表
示，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學習和提高技術的機會，為了

參加這次比賽，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難。來到西安後，志
願者和賽事保障的工作人員服務非常周到，讓全隊感覺
非常溫馨。儘管輸了比賽，但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領隊
何迪夫亦表示，能夠參加十四運會棒球比賽，球員們都
非常開心，在比賽中收穫頗豐。
「這樣令人期待的比賽錯過了，我肯定會非常遺憾
的。」據悉，為了參加十四運比賽，之前在一家證券公
司做投資業務的香港隊球員陳卓喬，甚至辭掉了工作。
「能來全運會很榮幸，比賽感覺特別棒，真是不虛此
行。」陳卓喬認為，十四運比賽讓大家看到了與內地球
隊的差距，抱着一種學習態度，也感受到了賽事組織的
專業，經歷特別寶貴。

沈金康：年輕選手讓港隊壯大
總教練沈金康接受記者採訪表示，李慧詩不
放棄的精神令人感動，李慧詩在奧運會之後就
馬不停蹄「備戰」全運會，中間因為防疫要
求，隔離時間很長，沒辦法到場地上訓練，但
好在李慧詩基礎好，來到洛陽後很快就適應了
場地，比賽比較順利，發揮出了應有的水平。
沈金康直言在洛陽比賽就像「回家了一樣」，
至於香港隊接下來的打算，他表示將要備戰世
界錦標賽。
在沈金康看來，香港單車隊近年來成績不俗
吸引了不少年輕人的加入，港隊隊伍不斷壯
大，再加上港府支持單車發展，修建了國際標
準的場地，大學也支持並鼓勵運動員全身心投
入訓練，香港單車隊未來可期。他並稱讚香港
年輕人很有志氣，很願意在這項運動上去努力
奮鬥，他作為教練也非常願意傾盡自己所能幫
助香港單車隊取得更好的成績。

男子麥迪遜賽戰果今日公布
其餘場地單車賽事，港隊代表梁峻榮/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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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帥奪美網女雙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 重
慶報道）13 日上午，十四運會
重慶代表團發布公告《施廷懋
因傷退出十四運跳水女子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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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奪冠一刻就覺得所有努力
都是值得的，自己所有努力
都是為了這一天。此外，張
帥亦分享了和斯托瑟此次配
對的背後故事：「我在溫網
後有和其他球員聯繫過，但
斯托瑟突然問我有搭檔了
麼，想要一起打嗎？而我當
時剛和另一位球員簽約，不
過她沒法和我在美網前的比
賽搭檔，所以協商後就放棄
了。然後我去找斯托瑟，當
我們在辛辛那提見面的第一
瞬間，她和我說『我們要讓
全世界知道我們回來了。』
所以連贏了 11 場，這真的不
可思議。其實從我們遇到的
那一刻，就起到了化學的反
應。我們激勵着相互的前
進，陪伴着彼此渡過難關。
在我職業網壇生涯中，最美
妙的事情就是有你最喜歡的
人陪伴着你。」

板單人項目比賽》，這意味着
跳水名將施廷懋提前結束了此
次全運會的全部征程。
按照施廷懋原本的參賽計
劃，將在十四運會參加女子雙
人 3 米板和女子 3 米板的衛冕
之戰。在 9 月 10 日晚的女子雙
人 3 米板決賽中，她和王涵搭
檔，成功衛冕了一枚雙人金
牌。不過在 13 日上午 9 點 30 分
的女子 3 米板預賽之前，十四
運會重慶代表團公布了她退賽
的消息，退賽的原因是傷病。
根據重慶市體育代表團發表
的公告顯示，在 9 月 10 日舉行
的第十四屆全運會跳水女子三
米板雙人決賽中，施廷懋在第
四跳305B中因動作失誤導致腰
肌嚴重拉傷。之後，施廷懋仍
憑頑強的意志、精湛的技術完
成最後一跳，以 338.1 的優異

成績奪得十四運首金。
記者第一時間聯繫到施廷懋
的隊醫林盛，他透露：「決賽
後施廷懋腰肌拉傷，我們進行
了兩天的治療，但是她的腰部
仍然很疼痛，無法完成個人自
選動作的訓練，因此只能宣布
因傷退賽。」
施廷懋的教練劉奔坦言他能夠
接受這個結果：「施廷懋從
2009 年首次參加全運會，一直
都很順利，實現了從獎牌到金牌
的不斷突破，這屆又衛冕了一枚
金牌，其實已經很不錯了。日前
因為傷病無法訓練，我們做出了
退賽的決定，真的有點遺憾！不
過有遺憾的人生才是完美的，因
為太完美的東西就不真實了，沒
有一帆風順的人生，人生起起伏
伏的過程正是人生最精彩之
處。」

就未能獲獎牌致歉

填中國金花四大滿貫最後拼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
道，在香港時間 13 日凌晨的
2021美網女雙決賽中，張帥/
斯托瑟以盤數2：1力克本土組
合高芙/麥克納莉，繼2019年
澳網之後，再次斬獲大滿貫冠
軍，這也是她們搭檔後拿到的
第4冠。
比賽中，張帥/斯托瑟在前
兩盤 6：3、3：6 與對手戰平
的情況下，第 3 盤第 8 局實現
破發，最終 6：3 擊敗對手，
以大比分2：1取得勝利。
這是張帥職業生涯大滿貫女
雙的第2冠、雙打總第10冠，
她也成為首位在美網成人組賽
場折桂的中國大陸選手。隨着
張帥補上這最後一塊拼圖，四
大滿貫都有「中國金花」捧
盃。至於斯托瑟則是時隔 16
年再奪美網女雙冠軍，這是她
的大滿貫女雙第4冠。
張帥賽後接受訪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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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舊傷復發
跳水名將施廷懋退出全運會

送別交流會顯溫情
在完成所有比賽即將回港之際，十四運會棒球賽事競
委會專門為香港隊組織了一個小型送別交流會。交流會
上，競委會領導、賽事工作人員、志願者與香港隊員親
切交流，賽事場館所在地西安市鄠邑區政府亦贈予香港
全隊戶縣農民畫，並歡迎香港隊多來陝西交流。這些以
十四運會為主題的農民畫讓香港隊員歎為觀止，不少球
員手捧禮物興奮不已，香港隊亦回贈十四運會棒球項目
競賽委員會棒球帽。

儒昨日出戰男子麥迪遜賽，並憑第 10 個衝分
圈後超越主車群搶得 20 分，有望爭奪獎牌，
但由於賽後不少隊伍對成績有異議，大會覆核
成績逾 2 小時後，裁判決定要再花時間翻看影
片檢視成績，結果會延至今天才公布。至於逄
瑤/楊倩玉在女子麥迪遜賽則只得第 6 名，無
緣衛冕。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熱烈祝賀香港單
車運動員李慧詩在陝西省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第十四屆運動會（全運會）中，贏得自行車
女子場地爭先賽金牌，徐英
偉說：「李慧詩在比
賽中盡顯光芒，展
現過人速度和爆發
力。我為她優秀
的表現感到非常
鼓舞。」

●張帥（左二）/斯托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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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球員四大滿貫冠軍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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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雙 鄭 潔/晏 紫（2006）；混 雙 孫 甜 甜/齊 莫 尼 奇
（2008）
；女單李娜（2014）
；女雙張帥/斯托瑟（2019）
女單李娜（2011）
；女雙彭帥/謝淑薇（2014）
女雙鄭潔/晏紫（2006）
；女雙彭帥/謝淑薇（2013）
女雙張帥/斯托瑟（2021）

何宛淇獲市民暖意慰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京
殘疾人運動會香港硬地滾球女將何宛
淇，在社交網絡發文，為自己未能帶
獎牌回港向公眾致歉，網友反應熱烈
並送上暖意慰問：「不用說對不
起」、「永遠支持你」、「會一直支
持香港運動員」。
何宛淇今屆殘奧先後出戰硬地滾球
混合 BC3 級個人賽及雙人賽，可惜個
人賽 2 勝 1 負，最終因較少淨得球無緣
晉級；其後與廖詠彤 / 謝德樺出戰雙
人賽，小組出線後不敵韓國未能殺入
決賽，銅牌戰亦不敵希臘，與獎牌擦
身而過。回港後正在隔離的她，周六
深夜在網上發文表示：「個人賽在小
組賽的時候，遇着上屆巴西殘奧運的
第 3 名及第 4 名，而且其中一位是韓國
宿敵⋯⋯最後 1 分之差不能晉級，結
果不如預期⋯⋯BC3 雙人賽是歷史性
取得殘奧運入場券，最後亦達到預
期，晉級4強。」
她又為今次失利致歉：「這是我人
生第二次的殘奧運，也是香港第一次
有現場直播 ，實在是令人興奮又期

待。對不起各位支持的人，這次沒有
帶回獎牌回港，讓大家失望了。」結
果網友不但沒有責怪，反而紛紛留言
表達謝意，甚至倒過來安慰這位硬地
滾球名將。何宛淇最後感謝家人、殘
奧會、教練、體院、治療師及傳媒，
更重要的是每一位支持自己的香港市
民。並希望日後不論是什麼賽事、什
麼體育項目、哪一位運動員，大家都
會依舊支持香港運動員 。
●何宛淇希望大
家會依舊支持香
港運動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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