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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泳隊大豐收 黃漢彥張淬淇添金
5.99 米的成績刷新個人最佳紀錄，並為港隊增
添一面銅牌；隊友鄧雨澤以5.96米的成績獲得
第四名。
賽後，周志偉對獲得銅牌感到非常高興，並
感謝教練王偉國的悉心教導。而「王 Sir」也
對愛徒不吝讚美之詞：「今天跳出 5 米 99，已
相當不錯，但仍有不足，返港後加以改善。」
在乒乓球賽場，李銘業、唐志銘及唐志勇於
TT7 級團體賽以 2：1 力挫湖北隊摘銅。梁仲
仁及蔡明輝在男子 TT11 級雙打循環賽 1 勝 2
負獲季軍。截至昨日，港隊總獎牌數已累計 6
金1銀4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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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正在西安參
加第十一屆全國殘運會暨第八屆特奧會的香港
代表隊昨於田徑、乒乓球及游泳三個項目的比
賽勇奪 3 金 4 銅。其中黃漢彥在男子 SB14 級
100 米蛙泳決賽及 100 米自由泳決賽奪冠，將
個人金牌總數增添至 4 枚。另外張淬淇於女子
S14 級 100 米自由泳決賽游出 1 分 05 秒 70，奪
個人第2金。
昨日率先為港隊奪牌的是田徑隊，任國芬於
女子 T36 級 100 米決賽跑出最佳個人成績的 16
秒 01，勇奪銅牌；隊友余春麗以 16 秒 70 位列
第四。另外，周志偉於男子 T20 級跳遠決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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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重重難關 勇攀高峰為港爭光

殘疾健兒家人是最強後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在香港當運動員不

是易事，作為殘疾運動員就更是難上加難。為了支持
一班殘疾健兒，以及向他們的「最強後盾」致敬，屈
臣氏昨日舉行頒獎禮簡報會，向輪椅羽毛球東奧銅牌
得主陳浩源、2008 年北京殘奧硬地滾球金牌得主郭
海瑩、2019 年硬地滾球學校聯賽冠軍張家棟及他們
的家人，頒發「運動員的最強後盾」獎座。屈臣氏並
捐贈港幣 20 萬元，支援殘疾運動員的地區發展。

幾位得獎者在昨日頒獎禮上分享人生歷
程點滴。東奧受訪時談起媽媽一度落

淚的陳浩源，再次說起自己在意外截肢之
後，如何在母親的鼓勵中重新站起來。他指
當時母親的一句話猶如當頭棒喝：「個天留
返條命畀你，係想你企返起身，唔想你放棄
自己，要珍惜上天畀你嘅機會。」就是媽
媽的大智慧讓陳浩源重踏人生路，甚至在
媽媽的鼓勵下重新投入羽毛球運動，最終
成為香港首位輪椅羽毛球運動員並屢次為
港爭光。

陳媽媽：他是我的毅力小子
殘奧備戰期間，陳媽媽不幸患癌，陳浩源
對於未能陪伴母親感到慚愧。陳媽媽卻仍然
給予浩源無限支持及鼓勵。陳浩源更大讚母
親是他的神奇媽媽，不過陳媽媽回應說：
「其實他才是我的毅力小子。」
2008北京殘奧硬地滾球 BC2 級個人賽金牌
得主郭海瑩，在約10 個月大已被確診為大腦

痙攣，父母多年來一直為她奔波。當她長大成
為硬地滾球運動員後，郭海瑩爸爸和媽媽更由
不熟悉硬地滾球的初哥，變成專業教練及裁
判。3人分享早期爸爸兼任教練時的點滴，郭
海瑩直言，當初爸爸以教練身份直斥其不足
時，曾令她淚灑當場。其後父女適應了角色轉
換，令到海瑩的球技更上一層樓。郭海瑩媽媽
感恩愛女的經歷令她走進了傷健的世界，郭爸
爸則鼓勵所有傷健人士的家庭走出社區：「每
個人都有潛能，都有機會去發展自己。」

郭海瑩 張家棟父母不離不棄
2019 香港硬地滾球學校聯賽冠軍張家
棟，是 26 周出生的早產嬰兒。由於腦部受
損，他天生已患有大腦麻痹，對肌肉控制及
協調有困難，事無大小都需要父母悉心照
顧。張家棟表示，爸爸不只是生活上的最
強，賽場上爸爸亦是他最有默契的助手。由
於投球時有可能導致輪椅翻側， 爸爸每次
都會負責操控輪椅，讓愛兒能順利投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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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背後，家棟亦努力平衡學業和訓練，由於
張家棟不能書寫，因此一直都是由爸爸媽媽
代筆寫字，媽媽更為他學習代筆的規條，協
助他完成學業。
視「大師兄」梁育榮為偶像的張家棟，感
激父母不離不棄：「很幸福生於一個美好家
庭，每次練習完都會與爸爸檢討。比賽發揮
不好時，他們都會正面支持我，無論學業還
是運動，都不斷鼓勵我，讓我能繼續堅
持。」 張爸爸亦很感動：「作為父母都想
給予子女最好環境條件，無論子女是否傷
健，都盡可能讓他們行所想的路。」

●多名殘疾運動員的家人獲頒發
多名殘疾運動員的家人獲頒發「
「運動員的最強後盾
運動員的最強後盾」
」獎。

●郭海瑩（中）與父母
父母。
。

●張家棟（中）與爸爸媽媽
與爸爸媽媽。
。

國乒公布世錦賽名單 馬龍缺席

●國乒大滿貫
球員馬龍將缺
席乒乓世錦
賽。 資料圖片

據國際乒乓球聯合會（ITTF）昨日消
息，中國乒協公布了 2021 年世界乒乓球
錦標賽國乒參賽名單。在東京奧運會中獲
得金牌的樊振東、陳夢、孫穎莎、王曼昱
領銜出戰，這四名球員都將身兼單打與雙
打。此外，孫穎莎、王曼昱還分別將與王
楚欽、林高遠搭檔混雙。不過馬龍、許昕
及劉詩雯將缺席本屆世乒賽，據了解三人
均為主動提出不參加。
國乒參加世錦賽具體陣容如下
男單：樊振東、梁靖崑、王楚欽、林
高遠、周啟豪
男雙：樊振東/王楚欽、林高遠/梁靖崑
女單：陳夢、孫穎莎、王曼昱、陳幸
同、王藝迪
女雙：孫穎莎/王曼昱，陳夢/錢天一
混雙：王楚欽/孫穎莎，林高遠/王曼昱

2021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將於 11 月 23
日至29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行。 ●中新網

體操世錦賽落幕
胡旭威膺雙冠王
中國選手胡旭威 24 日在日本北九
州舉行的第 50 屆世界體操錦標賽
中，兩次戰勝日本的奧運會雙料冠
軍橋本大輝，贏得單雙槓兩項冠
軍，成為本屆世錦賽唯一的「雙冠
王」。
胡旭威在當天的壓軸項目單槓比
賽中的表現尤其精彩，他的對手不
僅有日本的單槓奧運冠軍橋本大
輝，還有在家鄉北九州參賽
的傳奇名將內村航平。橋
本大輝以 15.066 分一直領
先，主場觀眾給他持久的
掌聲，他似乎已將金牌收
入囊中。胡旭威最後一個
登場，以難度高達 6.700 的
動作征服了裁判，拿下最
高的 15.166 分，全場 2,000
多名日本觀眾頓時一陣嘆
息。
雙槓比賽同樣驚險刺
激，胡旭威上場前，橋本大

長話
短說
陳婉婷有望成中國女足新帥
●胡旭威贏得單雙槓
兩項冠軍。
兩項冠軍
。 法新社

兩塊金牌的胡旭威非常激動，他告
訴記者，第一次參加世錦賽就贏得
兩金，的確是「夢想成真」。「我
一直在等待這樣的機會，一直為了
這樣的機會而努力，我覺得已經做
了充分的準備，這次機會抓住了，
我感覺很幸運。」
來自廣西的胡旭威現年 24 歲，此
前他錯過了東京奧運會，面對這樣
的榮譽，他對未來保持着非
●胡旭威力壓
常冷靜的態度，他說：
日本選手萱和
「走下領獎台，一切都清
磨和菲律賓名
零了，我會重新出發，重
將尤洛奪冠。
將尤洛奪冠
。
新樹立新的目標。」
法新社
第 50 屆世界體操錦標賽
12 個 項 目 的 比 賽 全 部 結
束，以年輕隊員為主的中
國隊以 5 金 1 銀 2 銅位居獎
牌榜榜首，以主力參賽的
日本隊以 2 金 5 銀 1 銅位居
第二。
●新華社

輝和另外一名日本選手萱和磨以及
菲律賓名將尤洛都有精彩發揮，尤
洛拿到了 15.300 分的高分。胡旭威
不畏強手，成功挑戰難度 6.6，穩穩
落地後得到 15.466 分，超越尤洛獲
得冠軍。侍聰以 15.066 分為中國隊
添上一塊銅牌，橋本大輝位列第
四。
聽到國歌兩次響起，脖子上掛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曉莉）據內地報章《東方體
育日報》報道，曾帶領港超
球隊東方龍獅出戰亞冠小組
賽、現正執教中國女足青年
隊的陳婉婷（右圖），很有可
能被足協選中，擔任中國女足主教練。現年
33 歲的陳婉婷，日前向香港文匯報證實，
獲女足名宿孫雯支持，競逐中國女足帥位，
但就承認獲聘的機會不高，當前呼聲最高的
是國足名宿肇俊哲。但陳婉婷除帶領一幫
「大男人」連續兩次奪得香港聯賽冠軍外，
中文大學本科畢業也為她加了不少分。

蔡再懃今晚率滿貫倒戈南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1年度香
港銀牌籃球賽男子高級組賽事今晚在灣仔修頓
場館戰火再燃，頭場晚上7時正展開，由東
方龍獅對永倫；尾場8時40分角逐，由南華
對滿貫，比賽正價門券80元正，學生及長者
50元正，下午4時開始發售門券。今日兩場
賽事分別為因颱風而兩度延期的負方賽事及
勝方賽事，頭場雖然是負方賽事，但兩隊皆
是4強球隊，今天一戰，未知鹿死誰手。而
尾場勝方南華對滿貫一役，為滿貫披甲、
「倒戈相向」的蔡再懃將是比賽一大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