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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斬獲首面全運會女子公路賽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第十四屆
全運會 26 日迎來最後一個比賽日，港隊再獲一枚金牌。在陝
穎以 3 小時 4 分 42 秒的成績獲得女子個人賽冠軍，是香港
史上首面全運女子公路賽金牌；同樣來自港隊的楊倩玉則排名第 5 名。

運最後一項比賽，同時也將決出最後一枚
金牌。但是由於突如其來的降雨，造成蟒
嶺綠道賽段沿線多處塌方、滑坡和路面懸
空。同時根據氣象專家預測，26 日和 27
日，還將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區有暴雨襲
擊，風險隱患極大。為保障賽事順利進
行，決定將原定於 27日上午進行的女子個
人賽調整到 26日下午舉行，同時取消了蟒
嶺綠道上、下坡的賽段，而改為在平路繞
圈，女子個人賽為繞道3圈。
降雨、賽事提前、賽制調整，都給比賽
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也增加了很多選手
衝擊獎牌的信心。此次比賽，共有來自全
國各地的74名運動員參賽，港隊則派出李
思穎、梁寶儀、梁穎儀、逄瑤、童森和楊
倩玉 6 人參賽。當天下午兩點比賽正式開
始，參賽運動員從陝西省商洛市體育運動
中心發車，騎行至蟒嶺綠道入口處折返，
再經商鞅大道轉盤進行 3 次繞圈後至商洛
市體育運動中心，賽程共計121公里。
儘管雨天路面濕滑，比賽難度有所加
大，但競爭卻超乎異常的激烈。港隊幾位
選手不畏艱難，一路拚搏，經過三個多小
時的角逐，最終順利完賽。當主車群一同
以 3 小時 4 分 42 秒衝線時，李思穎更是憑

強勁的衝刺力，力壓雲南常玥及遼寧孫佳
君，奪得金牌。另一名港將楊倩玉則連續
兩屆取得第 5 名的成績。 此外，梁寶儀排
名 38 位，逄瑤排名 57 位，梁穎儀排名 65
位，童森排名69位。
李思穎此次奪金，既是香港代表團本屆
全運會第 2 枚金牌、第 7 面獎牌，也是香
港女子公路單車歷史上首枚全運金牌。自
1997 年香港參加全運會開始，過去 6 屆，
單車隊均在公路賽有獎牌進賬。

徐英偉祝賀奪金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祝賀李思穎
時表示：「李思穎在比賽中發揮水準，為
香港摘下金牌，令人非常欣喜。我感謝教
練、工作人員及運動員家人對運動員的支
持。」
當天上午還進行了公路單車男子個人賽
決賽，香港隊共派出蔡曉鋒、高肇蔚、何
柏爾、梁峻榮、劉允祐和繆正賢 6 位運動
員參賽。在 193 公里的賽程中，港隊員密
切配合，勇創佳績。最終，33 歲老將高肇
蔚以 4 小時 22 分 40 秒的成績名列第 9 名，
成為此次比賽名次最高的香港單車手。此
前出戰東京奧運會的蔡曉鋒以 4 小時 22 分
40 秒的成績排名 14 名，梁峻榮則以 4 小時
22分45秒的成績排名25名。

●李思穎獲得十四運公路自行車女子個人賽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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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轉型單車 努力終有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曾因失落東京奧
運資格痛哭落淚，現僅 20 歲的李思穎成功在全運
舞台證明努力始終有回報，原為三鐵運動員的她
在誤打誤撞下投身車壇，但能夠在全運創造歷史
卻絕非僥幸，捱過艱苦的訓練和高低起跌，對年
僅 20 歲的李思穎而言，這面全運會金牌只是她職
業生涯的起點。
總教練沈金康曾明言李思穎將是單車隊的未來
支柱，不過這名單車小將
上年卻受到生涯最大挫
折，在世錦賽出戰女子
全能賽僅得第 17 名，只
差一名、僅差兩分就可以
獲得東京奧運入場券，只
能在電視機前以旁觀者的身
份支持隊友。到了全運賽場李
思穎終於迎來久違的出賽機會，
雖然女子公路團體賽因「炒車」敬
陪末席，卻未有澆熄她證明自己能
力的決心，在個人賽一鳴驚人勇奪
金牌，為香港車壇翻開歷史新一頁。
李思穎小時候與體育已結下不解之
緣，不過她當時卻是一名三項鐵人運
動員，為了改善單車技術才參與單車
會的明日之星計劃，想不到從此愛上

單車運動的速度感，並一躍成為單車隊的超新
星，亞青賽、亞洲賽以及主場舉辦的國際場地盃
均曾穿金戴銀，已立足亞洲之巔的李思穎眼光早
已望向世界，世錦賽及失落東奧入場券的挫折成
為她邁向更高峰的踏腳石，到今屆全運會終於修
成正果，而這名單車隊未來支柱只不過區區 20
歲。
李思穎表示：「所有的練習就是為了比賽一
刻，努力了這麼多年如果選擇放棄，將
來一定會後悔沒有好
好把握機會，練習不
只單靠努力，還要做
好生活每一個細節，
只有在最辛苦的時候
選擇堅持，才會取得想
要的進步。」李思穎的
單車生涯只是剛剛起
步，這面全運金牌會是
一個完美的起點，明年杭
州亞運將是她更上一層樓
的最佳舞台。
●李思穎是單車隊明
日之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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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全運會
臨近尾聲，香港攀岩運動員歐智
鋒已經結束了比賽。回顧這次全運之
旅，他說最難忘的是在開幕式當上代表
團旗手，而最遺憾的除了比賽沒能進入
決賽外，還有沒見到兵馬俑。
回想起 15 日晚上，自己作為全運會香
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旗手的經歷，歐智
鋒至今仍感覺很激動，甚至有些不可思

議。「從來
沒想到自己能成為旗
手，感覺很驕傲，也很光榮。」他
說。26 歲的歐智鋒已經在攀岩界小有名
氣，但作為旗手，他還是個「新人」，
坦言自己很緊張。「一開始連當天要做
什麼都不知道，特別害怕現場會走錯
路。」開幕式當天，是現場熱情的觀眾
讓他放鬆了下來。「入場前想了很多動
作，不過旗杆比我想像的重。」歐智鋒
說，「好在觀眾們的歡呼給了我使勁揮
旗的力量。」在歐智鋒看來，擔任旗手
是一種責任：「旗手很重要，它代表了
運動會的開始，如果旗手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張仕珍、楊浩然）作為十四運最
後一項田徑賽事，全運會馬拉松比
賽 26 日在西安城牆永寧門鳴槍開
跑。雖然連日來西安都是秋雨綿
綿，特別是比賽日早上更是大雨滂
沱，但這並沒有影響到 57 名參賽選手
的競技狀態。最終，青海選手仁青東
知布和雲南選手張德順分別獲得男女組
冠軍，兩人不僅打破了上屆全運會馬拉
松比賽紀錄，同時也超越了東京奧運會
馬拉松比賽中國選手的成績。至於港隊的
姚潔貞在女子組得第 12 名；黃尹雋在男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組獲第26名。
然）十四運昨日上演最後一天
本次全運會馬拉松賽，香港隊共有男女各
比賽，並產生多面金牌，其中
一位隊員參賽。比賽結束，首次出戰全運的
體操項目，廣西隊的黃明淇
女子組選手姚潔貞，以 2 小時 38 分 09 秒完賽
獲得男子跳馬金牌，湖南隊
名列第 12 位。同樣首次出戰的男子組選手黃
的周雅琴獲得女子平衡木金
尹雋，則以 2 小時 27 分 04 秒獲得男子組第 26
牌，四川隊的鄒敬園獲得
名。
男子雙槓金牌，廣東隊的
姚潔貞賽後表示，比賽較預期艱辛得多：
歐鈺珊獲得女子自由操金
「真的沒想過會這麼艱辛，由於隔離了一段時
牌，廣西隊的胡旭威獲 ●周雅琴（中）在比賽後。
間，重新進行練習變得容易積聚乳酸，整個星期
新華社
得男子單槓金牌。
均要做治療及只能做低強度練習下，訓練上差了
在備受注目的女子平衡木賽事，3 位名將河北隊的王曉迪、河
一點。」至於黃尹雋賽後表示，自己雖較其他港將
南隊的蘆玉菲和浙江隊的管晨辰皆是奪金大熱，但 3 人竟全數出
較早完成隔離，但準備還是不夠充足，導致在後段
現了掉木失誤，最終分別排在第 8、第 7 和第 5 位。相反湖南隊
狀態出現下滑狀況。
的周雅琴以難度分6.5分、完成分8.160分，總分14.660分，力
壓廣東隊的歐鈺珊和福建隊的邱祺緣獲得金牌。
在游泳項目，廣東名將余賀新以 21 秒 68 的新全國紀錄，
在男子 50 米自由泳力壓天津選手王長浩奪冠；女子 50 米自
由泳決賽，廣東名將劉湘則以 23 秒 97 刷新自己保持的亞
洲紀錄成功衛冕，江蘇名將張雨霏24秒29收穫銀牌。
乒乓球方面，廣東隊選手樊振東在準決賽戰勝國乒隊
友梁靖崑後，和山東隊的劉丁碩在決賽碰頭，結果樊振
東一如所料以局數 4：0 勝出；在女雙，黑龍江隊的王
●姚潔貞在
曼昱搭檔車曉曦，於決賽對戰遼寧組合王藝迪/陳幸
比賽中。
同，結果王曼昱/車曉曦以局數4：0獲勝。
新華社

周雅琴獲女
子平衡木金
牌

現得不好，開頭就不好了。」
從 2019 年起，幾乎國內每一站攀岩比
賽都能見到歐智鋒的身影。他也結交了
很多其他省區市的朋友，一起聚會、吃
飯、聊天。他說自己每來到一個新的城
市，都會請當地的朋友做嚮導，而最喜
歡的城市是上海。此外，他還是個中國
歷史迷，最喜歡的時代是三國，最喜歡
的人物是趙子龍。
這次來到西安，他還有一個特別的願
望：想見兵馬俑！「我從小就特別喜歡兵
馬俑，聽說它們很壯觀，我很想親眼看看
它們到底有多高、有多大，以前還想能親
手摸一摸它們。不過聽說因為是文物，所
以不讓摸了。」歐智鋒笑着說。由於疫情
防控原因，歐智鋒比完賽就離開了西安，
沒能見到兵馬俑，也讓他留下了「再來西
安」的願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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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潔貞首戰全運馬拉松得第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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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穎賽後用餐時展示
金牌。
單車會圖片

穎穎 創造歷史

按照此前賽程安排，本次比賽原定於
27 日閉幕式當天舉行，這也是十四

思思

西省商洛市舉行的公路單車女子個人賽決賽中，港隊李思

香港文匯報訊 羽毛球雙雄
「擊拍」打氣會活動於昨日舉
行，大會邀請到香港男子羽毛球
奧運代表伍家朗及殘奧運羽毛球
WH2 級男單銅牌得主陳浩源出
席，除跟現場觀眾分享比賽時的
心路歷程外，更即場教授「挑
波」小秘技及為市民在羽毛球上
簽名並接受他們的打氣禮物。
在活動中，伍家朗及陳浩源即
席教授現場市民「挑波」小秘
技，炒熱現場氣氛！之後，二人
為答謝現場市民的支持，即時為
現場市民在羽毛球上簽名，同時可
以獲得兩位羽毛球界「一哥」簽名
的羽毛球，現場市民均表示會珍而
重之好好收藏。不少市民亦把握此
難得機會，親自為伍家朗及陳浩源
送上打氣小禮物，以示對他們及所
有香港運動員的支持，並答謝他們在
東京奧運及殘奧運的努力。兩位運動
員不約而同認為，今次首度公開跟市
民見面，除可親口答謝大家的支持及
鼓勵外，更可讓市民進一步了解運動
員所面對的問題，並期望大家就算東

●歐智鋒留下「再來西安」的願望。
新華社
奧熱潮
退卻，都可以繼續
支持香港運動員。
伍家朗表示：「作為運動員必定有
贏有輸，面對逆境時我們一定要保持
正面的心態，保持樂觀，迎難而上。
另外，支持不是四年一次，希望之後
香港人仍然會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我們會盡力用成績去報答大家。」
陳浩源亦表示：「若有更多市民支
持時，會令我們更加有自信及堅定走
自己的路，對初出茅廬的運動員亦會
有更好的基礎，有助社會大眾對運動
員改觀，令人相信這是一份值得人欣
賞及信任的職業。」

●伍家朗和陳浩源與球迷見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