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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混雙組合

休斯敦世乒賽開幕

2021年11月25日（星期四）

●林高遠
（左）和張安
在比賽中。
新華社

2021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世乒賽）於美國時間 23 日在休斯敦開幕，首日進行

了男、女單打以及混雙首輪賽事，出戰的中國隊運動員全部過關，至於兩對中美
跨協會混雙組合林高遠／張安、王曼昱／卡納克，亦在首戰中橫掃對手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首戰過關

國乒乓球協會聯合美國乒乓球協會，早前向國際乒聯提交了允許中美混雙配隊參
中國乒乓球協會聯合美國乒乓球協會
賽的申請，最終兩對跨協會組合出現在本屆世乒賽的賽場上
賽的申請，最終兩對跨協會組合出現在本屆世乒賽的賽場上。國乒隊員林高遠是

號主力張安出戰，
次搭檔美國女隊 1 號主力張安出戰，兩人首輪面對葡萄牙組合阿波羅尼亞／
邵潔妮，
在沒有遇到重大考驗下以11：6、11
在沒有遇到重大考驗下以11：6、11：9、11：7勝出過關。
談到和張安的合作時，林高遠表示
談到和張安的合作時，林高遠表示：「由於和張安是首次合作，故賽前已作
好了或會遇到困難的準備，也比較緊張
好了或會遇到困難的準備，也比較緊張，一直在交流溝通；幸而我們進入比
賽狀態後便越打越好
賽狀態後便越打越好，逐漸把自己應有的水平發揮
出來。」至於張安賽後則對林高遠讚不絕口
出來。」至於張安賽後則對林高遠讚不絕口：
「和林高遠這樣優秀的選手並肩作戰令我有點
緊張，與左手持拍的他配合
緊張，與左手持拍的他配合，剛開始也有點
不習慣，幸而我們之後配合得很好
不習慣，幸而我們之後配合得很好，也有
很好的交流，之後比賽該會越來越
好。」
另一對中美混雙組合王曼昱
另一對中美混雙組合王曼昱／
卡
納克，首圈對手是俄羅斯乒乓球
協 會 組 合 西 多 連 科 ／塔 拉 科
娃。首局輕勝 11：6 的卡納
克／
／
王曼昱
，
王曼昱，在第
2 局與對手
鬥得火熱，險勝 19：17，第 3
局「王卡配」
局「王卡配」不敢大意，終再贏
11：7過關。
王曼昱賽後談到了和卡納克的配
合：「這次合作挺令人興奮的
合：「這次合作挺令人興奮的，在訓
練當中發現了很多他的優點
練當中發現了很多他的優點，例如擊
球很有威脅等
球很有威脅等，由於卡納克還比我小一
●王楚欽
歲，所以我也希望在球場上多去承擔一
未受考驗。
些。至於溝通方面
些。至於溝通方面，我想乒乓球本身就是
新華社
一種共同語言和交流方式
一種共同語言和交流方式，加上我的一點英
語和肖指導
語和肖指導（肖戰教練）的幫助，令溝通
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太大問題。」至於卡納克賽後則表示
高興能有個好開始
高興能有個好開始，會繼續努力加強
練習。

國乒男女單三將全數過關
單打項目方面，國乒男單王
楚欽以直落 4 局 11：8、11：
7、12：10 和 11：9 擊敗比利
周啟豪同樣以
時選手蘭比特。周啟豪同樣以
局數 4：0 戰勝意大利選手斯托亞
女單唯一登場的陳幸
諾夫。女單唯一登場的陳幸
亦同樣以直落 4
同，亦同樣以直落
●卡納克和
局戰勝俄羅斯乒
王曼昱（左）
乓球協會的諾
漸有默契。
斯科娃。
新華社

女籃世預賽分組揭曉

中國隊晉級正賽當無大礙
當地時間23日，2022年女籃世界
盃預選賽分組抽籤結果在瑞士揭
曉，中國女籃被分到貝爾格萊德賽
區的 B 組，同組隊伍為法國、尼日
利亞、馬里，晉級明年的世界盃正
賽當無大礙。
參加2022年女籃世界盃預選賽的
16 支隊伍已於今年 10 月初全部產
生，亞大區（亞洲、大洋洲地區）
的 4 支球隊為 2021 年女籃亞洲盃四
強：中國、日本、澳洲和韓國。參
加世預賽的 16 支隊伍分成 4 組，將
在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日本大
阪、美國華盛頓 3 個賽區進行比
賽，其中，貝爾格萊德賽區將承辦
A、B兩組的比賽。
根據規則，4個小組將各有3支隊
伍獲得2022年世界盃門票。因東道
主澳洲和東京奧運冠軍美國已經獲
得直通資格，因此兩隊分別所在的
A 組和 D 組，將由除澳洲或美國隊
之外小組成績最好的兩支隊伍晉

級，B組和C組則取前3名。
在中國女籃所在的 B 組，東京奧
運銅牌得主法國是種子隊。在上屆
世界盃賽第5至6名的排位賽中，中
國女籃曾負於法國隊獲得第 6 名。
即使中國女籃整體實力遜於法國
隊，但仍強於同組的兩支非洲球隊
尼日利亞和馬里，晉級世界盃正賽
當在情理之中。

另外三個小組分別為：A 組澳
洲、韓國、塞爾維亞和巴西；C 組
波黑、日本、加拿大和白俄羅斯；
D 組俄羅斯、美國、波多黎各和比
利時。
本次世預賽將於2022年2月10日
至13日在三個賽區打響，世界盃正
賽將於2022年9月22日至10月1日
在澳洲悉尼進行。
●中新社

●中國女籃出線機會高。 新華社

吳安儀今晚英錦賽首戰顏丙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四眼 Cue 后」
吳安儀，在上月開始和男子選手一同出戰職業賽，並在
德國和英國共三個賽事初試啼聲。在今晚，「安儀」將
出戰桌球壇三大賽事之一的英國錦標賽，並在首輪惡鬥
倫敦大師賽冠軍顏
丙濤（now630 及
637 台 今 晚 10：
15p.m. 起 直
播），且看「安
儀 」 能 否 創 出 佳 ●吳安儀於今晚出擊。 World
Women's Snooker圖片
績。

長話
短說
香港哥爾夫球會排名躍升至52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哥爾夫球會證
實，該會今年在「世界白金高爾夫球會」（Platinum Clubs of the World）的排名躍升至第52位，自
2015年入選以來晉升了19位，令香港的高水準高爾
夫球場地揚威國際。香港哥爾夫球會會長梁宏正表
示：「我們非常高興今次在『世界白金高爾夫球會』
排名再次躍升，粉嶺球場有110年歷史，一直是國際
頂級球賽的首選球場之一，也是全球不少高球愛好者
的朝聖之地。在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在粉嶺球場舉
辦更多國際賽事，讓香港在國際高球盛事上穩佔舉足
輕重的地位。」

蘇慧音出局 港乒1男4女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多名港將於昨日世乒賽登場，其中男
單黃鎮廷，女單杜凱琹、朱成竹、吳穎嵐和李皓晴均順利過關，只是男
單林兆恒、何鈞傑以及女單的蘇慧音
單林兆恒、何鈞傑以及女單的蘇慧音，均在首圈宣告止步。
協助香港代表隊取得東奧女團銅牌的杜凱琹
協助香港代表隊取得東奧女團銅牌的杜凱琹、李皓晴和蘇慧音，均出戰
昨日首圈女單比賽
昨日首圈女單比賽，結果杜凱琹以直落 4 局 11：3、11：5、11：2、
11：4，擊敗尼日尼亞球手艾德姆晉級
11：4，擊敗尼日尼亞球手艾德姆晉級；李皓晴亦同樣以直落4局11：
●蘇慧音
9、11：6、
9、11：6、12：10、11：5，淘汰智利的摩拉莉絲出線。早前一直養
未能過關。
傷的蘇慧音
傷的蘇慧音，首圈籤運平平要面對韓國新星申裕斌，結果蘇慧音在狀
路透社
態未達最佳水平下
態未達最佳水平下，以局數 0：4 被淘汰。至於另外兩名女將朱成竹
和吳穎嵐則在首圈取得好成績
和吳穎嵐則在首圈取得好成績，朱成竹以局數4：0淘汰西班牙代表
肖瑤茜
肖瑤茜；吳穎嵐則以局數4：1擊敗巴西的庫瑪哈拉過關。
男單 3 名港將黃鎮廷、林兆恒和何鈞傑是日亦先後登場，
其中黃鎮廷面對烏克蘭球手柏耶斯夏柏
其中黃鎮廷面對烏克蘭球手柏耶斯夏柏，在先輸一局下未
有影響信心
有影響信心，終反勝局數4：2晉級。至於林兆恒面對
丹麥的格羅斯則未能取得優勢
丹麥的格羅斯則未能取得優勢，以局數 1：4 被淘
汰。
汰。最後何鈞傑和瑞典的卡臣展開激戰，何
鈞傑在三度落後下均能在追平
鈞傑在三度落後下均能在追平，只是
決勝局卡臣還是有較佳發揮，終
贏11：5淘汰何鈞傑。

「鄧謝配」印尼賽苦戰挫韓國組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世界羽聯超級
1000 印尼公開賽昨日上演多場賽事，其中香港混雙
代表「鄧謝配」鄧俊文／
謝影雪，在苦戰下以局數
2：1 險勝韓國組合徐承宰／
金慧貞晉級，至於另一
混雙組合張德正／
吳詠瑢，亦於昨晚比賽淘汰印尼
組合過關。
在上站印尼大師賽奪得亞軍的「鄧謝配」，在世界
羽聯的最新世界排名升至第 7 位，更被列為今次印尼
公開賽的 8 號種子。而由於早前接連征戰了多站歐洲
站比賽，一眾港將為放鬆心情，亦趁日前空檔一同出
外散心。
在小休過後，「鄧謝配」昨日出戰對韓國組合徐承
宰／
金慧貞的首圈比賽，「鄧謝配」首局明顯佔優以
21：12 輕勝；但第 2 局徐承宰／
金慧貞開始加快節奏
令「鄧謝配」出現較多失誤，更於尾段接連失分輸
19：21被追平。到決勝局，兩邊明顯陷入拉鋸局面，
幸而鄧俊文／
謝影雪頂住壓力險勝21：19，贏局數2：
1晉級，下圈對手為日本的山下恭平／
篠谷菜留。

昨晚比賽，另一港隊混雙組合張德正／
吳詠瑢，對
手為印尼的庫沙爾揚托／
庫蘇馬瓦蒂，結果張德正／
吳
詠瑢贏22：20、16：21和21：16晉級。
●一眾港將趁日前空檔出外散
心。
謝影雪facebook圖片

何金博解鎖高難度動作
●何金博在訓練中完成倒
滑Double Cork1800。
網上截圖

香港時間23日晚，中國雪上項目傳
來又一佳音：中國自由式滑雪運動員
何 金 博 在 訓 練 中 完 成 倒 滑 Double
Cork1800，成為完成這一高難度動作
的中國第一人，也是近 3 周內，中國
雪上項目第 3 位取得重大突破的選
手。
何金博出生於 2005 年，13 歲時從
武術隊跨項進入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
坡面障礙技巧國家集訓隊。去年 12
月，他跟隨國家集訓隊在吉林長白山
雪場訓練，其間完成國內該項目的最
高難度動作正滑doublecoke1620後，
就以「天外飛仙」的美名被業內和冰
雪愛好者所津津樂道。

目前，何金博正在奧地利進行訓
練。在那條短視頻中，他高高躍起，
動作飄逸，穩穩落地，成為中國首位
解鎖該動作的選手，也是近3周內第3
位取得突破的中國滑雪運動員。
香港時間11月7日，18歲的混血小
將谷愛凌在訓練中完成了女子Freeski
Double cork1440（自由式滑雪前空翻
兩周加轉體四周）動作，成為女選手
中完成該動作的世界第一人；11月21
日，中國單板滑雪名將劉佳宇在U形
場 地 訓 練 中 ， 完 成 站 立 D-crippler
（站立空翻兩周），成為成功完成這
一高難度動作的世界第三人、中國第
一人。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