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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紀錄邁進

港隊男雙 混雙組合晉世乒賽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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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廷（左）與何鈞傑慶祝勝利。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何詩蓓在東京奧運勇奪兩面銀牌後

已晉身世界頂尖泳手行列，達成奧運獎牌夢的她正朝着成為香港首
位世界紀錄保持者的目標前進，何詩蓓當地時間 26 日在荷蘭燕豪芬
進行的國際游泳聯賽 200 米自由泳項目再次推前自己保持的大會、
亞洲兼香港紀錄，她表示有信心可以在總決賽游出更快時間。
（ISL）
季後賽來到第三
國際游泳聯賽
周賽事，香港泳手何詩蓓繼續保

●何詩蓓於國際游泳聯賽打破200米自由泳大會、亞洲兼香港紀錄。

資料圖片

中美組合林高遠張安晉半準決賽
當地時間 26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行的 2021世
界乒乓球錦標賽混合雙打比賽中，中美跨國組
合 林 高 遠 （ 中 國 ）/張 安 （ 美 國 ） 晉 級 8 強
（半準決賽），而卡納克（美國）/王曼昱（中
國）則無緣下一輪。
在爭奪混雙 8 強席位的比賽中，林高遠/張安

●林高遠（左）與張安的配合越來越默契。

新華社

的對手是俄羅斯乒協的斯卡契科夫/沃羅貝瓦。
經過 4 局較量，中美跨國組以 11：9、10：12、
11：6以及11：5取得勝利。
總結比賽時，林高遠表示，可能在第 2 局出
現了一些問題，但這對於他們的組合來說，也
是個很好的總結經驗的機會。他說，自己與張
安的配合越來越默契。
張安表示，林高遠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雙打搭
檔，「他總是不停地鼓勵我，有他在我很安
心。」
隨後出場的另一對中美跨國組合卡納克/王曼
昱則 2：3 惜敗於印度組合加納塞卡蘭/巴特
拉，無緣 8 強。賽後卡納克表示，雖然跟王曼
昱僅合作了 3 場比賽，但從她以及蕭戰教練身
上學到了很多。他說，得知跨國搭檔的消息
後，自己就非常興奮。在其職業生涯中，這是
一次非常難得的跟世界冠軍合作的機會。
在另外一場混雙比賽中，國乒組合王楚欽/孫
穎莎 3：1 淘汰中國台北的陳建安/陳思羽，晉
級8強。
●中新社

持東奧以來的出色狀態，在 200 米自由
泳項目游出 1 分 50 秒 65 奪得第一，16
次出戰 ISL200 米自未嘗一敗，更是連
續兩星期刷新大會、亞洲兼香港紀錄，
進一步靠近由瑞典泳手絲祖唐保持的 1
分 50 秒 43 的女子 200 米自世界紀錄。
今場抱病出戰的何詩蓓期待下星期的總
決賽可以為香港體壇帶來好消息：「這
場比賽帶病上陣，自己亦沒有太大期
待，我知道自己絕對可以游得更快，現
在有一星期的時間康復及訓練，我很期
待總決賽的來臨。」

中，若非完半場前葉卓文近門失機，更有可
能製造爆冷戰果。
下半場理文漸漸回復水平，惟埋門始終
不多，只能靠死球製造險象。終於戰至補時
5 分鐘，才由荷西安祖接應角球頂入，以
1：0絕殺對手，有驚無險出線4強。賽後理
文主教練陳曉明承認對手表現出色，惟也體
諒到球隊有多名主力受傷，比賽狀態不足，

希望來仗會有改善。他又證實鄭兆均下周會
開刀根治膝傷，將缺席準決賽。
晉峰完場前失守，隊長鄭璟昊淚盈於
睫，總教練何信賢指球員表現已有明顯進
步，會方亦會堅持培育本地球員的宗旨。
同日另一場 8 強戰，獲主場之利的東方
龍獅以 4：0 大勝香港 U23 晉級，聖誕節
硬撼理文。

國乒全線報捷 樊振東贏內戰

休斯敦世乒賽當地時間 26 日迎來 16
強比賽，中國男雙、女雙組合均擊敗對
手晉級 8 強，女單全員晉級，其
中，東京奧運會冠軍陳夢 4：3
險勝日本選手平野美宇。賽後陳
夢說，這場比賽很值得總結，雙
方一直在鬥智鬥勇。「現場觀眾
給我加油，也給了我動力。」她
說。而男單方面，則迎來殘酷的
隊內對決，樊振東以 4：2 擊敗
隊友王楚欽晉級。
8 強賽中，陳夢和王藝迪分別
在女單比賽對陣日本選手石川
佳純、伊藤美誠；孫穎莎迎戰
韓國選手徐孝元，剩下一個晉
●杜凱琹/李皓晴（右）惜負盧森堡
級名額將在陳幸同和王曼昱中
老 將 倪 夏 蓮 及 Sarah DE
產生。男單繼續進行隊內對
NUTTE ，無緣晉級。
美聯社
決，樊振東將對陣林高遠。

長話
短說

足總盃重啟 理文揭幕戰絕殺晉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黎永淦）停辦 1
季的足總盃昨午於大
埔運動場開戰，被視
為爭標熱門的理文，
苦戰下只憑荷西安祖
完場前頂入角球，以 1：0 絕殺晉峰，下
月 25 日的聖誕節假期將與大勝香港 U23
的東方龍獅爭決賽權。
足總盃冠軍將會決定2022年亞協盃分組
賽資格，理文、晉峰、東方龍獅及香港U23
同被抽入上線；下線為標準流浪對港會（今
午3時青衣運動場上演）、傑志對冠忠南區
（今午5時30分旺角大球場上演）。面對實
力較遜一籌的晉峰，理文昨日演出明顯在水
準以下，首度正選掛帥的杜查祖利亞個人能
力不俗，惟與隊友尚未建立默契，加上大埔
運動場草地欠佳不利控傳踢法球隊，攻勢只
屬隔靴搔癢。反之晉峰防線全場保持高度集

另外，港乒於休斯敦世乒賽亦繼續有
好消息，雖然黃鎮廷與杜凱琹於單打項
目雙雙出局，不過男雙及混雙均能晉身
8 強，在不設銅牌賽下只需再贏一場即
可踏上頒獎台。其中男雙組合黃鎮廷/
何鈞傑以 3：2 力克瑞典代表，8 強將硬
撼韓國組合，除了男雙項目，何鈞傑於
混雙亦順利躋身 8 強，他夥拍李皓晴以
3：2 險勝德國組合，將與林昀儒/鄭怡
靜爭入4強。

中國鋼架雪車首獲世盃冠軍
當地時間 26 日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舉
行的鋼架雪車世界盃男子單人比賽上，中
國選手耿文強（左圖）以 1 分 46 秒 04 的
成績獲得冠軍。對於中國鋼架雪車項目而
言，這更是歷史性一刻。這是耿文強首個
世界盃冠軍，也是中國鋼架雪車首個世界
盃冠軍，創造了中國隊在世界大賽的最好成績。耿文強曾是一名跳遠運動員，隨
後跨項轉入鋼架雪車項目，成為中國鋼架雪車隊隊長。2018年平昌冬奧會，耿文
強完成中國選手在該項目上的冬奧首秀，最終獲得第13名。
●中新社

世預賽 中國男籃輕取日本
中國男籃昨日在日本仙台舉行的國際籃聯世界盃預選賽中，以 79：63 戰勝日
本隊，取得 B 組的第一場勝利，但周琦下半場腳踝受傷被迫離場。主帥杜鋒在賽
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告訴記者，現在還不清楚周琦傷勢如何，需要跟隊醫了解情況
後，才能決定他是否能夠參加今日對日本隊的第二場比賽。這場比賽，中國隊12
名球員都得到了上場機會，郭艾倫同樣拿下了24分，另外還有4 個籃板球入賬。
胡金秋和趙睿分別貢獻了15分和10分。
●新華社

朱凱勤
體壇縱橫

●基華尼頓（白衫）殺入禁區人仰馬翻。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江旻憓香港公開錦標賽封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闊別兩
年的「藍十字保險 2021 香港公開劍擊錦
標賽」昨假亞洲國際博覽館 11 號展館揭

開首日戰幕。重劍「一姐」江旻憓過關斬
將，最終在決賽以 15：12 力壓連翊希封
后。

●江旻憓（左）在全運會勇奪銅牌。 資料圖片

因疫情停辦兩年的「藍十字保險 2021
香港公開劍擊錦標賽」，今年復辦，共吸
引了 639 名劍手報名參賽。比賽除設有男
女子公開組和高級組的花劍、重劍以及佩
劍項目外，今年尚特設 14 歲以下男女子
花劍、重劍以及佩劍比賽，以鼓勵具潛質
的新一代劍擊運動員參與。賽事獎金總額
超過10萬元。
結果，在昨日的首日賽事中，全運銅牌
得主江旻憓過關斬將，在女子重劍項目連
挫關爾敏、何迪琳、黎曉瞳與連翊希封
后。男重方面，排名前 4 的方凱申、吳浩
天、何瑋桁和黎家俊中僅得方凱申一人躋
身 4 強，最終方凱申在決賽以 15：4 力壓
沈豊軒稱王。

錦上添花

●足總近日人事變動，要勞煩前港隊
主帥曾偉忠客串競賽部職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中國東奧金牌運動員將於
12 月 3 日訪港，與香港廣大
市民見面，這已成為國家金
牌運動員每屆奧運會之後的
行程，尤其在本屆東奧香港
取得 1 金 2 銀 3 銅的佳績，
金牌運動員的到訪是錦上添
花。
香港奧委會副會長、香港
體育記者協會會長霍啟剛提
出，希望在國家金牌運動員
訪港時，出版一本香港劍擊
金牌運動員張家朗和香港花
劍隊的書，與國家金牌運動員訪港時
同步展示香港在本屆奧運會中取得的
成就。作為香港回歸後取得的首面奧
運金牌別具意義。據悉此書正在按計
劃完成中。
在國家金牌運動員訪港名單中，女
子個人重劍金牌孫一文會否跟香港個
人花劍金牌張家朗會面讓人感興趣，
由於劍種不同打法有別，難以在劍道
上交流，而香港亦有一位傑出的女子
重劍好手江旻憓，她曾經排名世界一
姐，前港花劍隊教練汪昌永對她有頗
高的評價，可惜在東奧她表現未達到
本身水平無緣奧運獎牌。經過多年的

磨礪，可以預期香
港劍擊運動可以攀
上更高水平。
由於受到疫情影
響，國家金牌選手
訪港人數稍遜以往，這次訪港以舉重
運動員的人數最多，根據以往到北京
採訪奧運軍團的經驗，印象中首推舉
重隊是最開放接受媒體採訪的隊伍之
一，由領隊到教練都樂意盡量滿足記
者所需，他們認為運動員接受媒體採
訪是學習面對壓力場面的機會，所以
樂意讓運動員面對這種場面。舉重隊
也是國家隊金牌大戶，能夠長盛不衰
當有其原因。
乒乓球的馬龍和許昕早為港人熟
悉，然而田徑的蘇炳添更值得注意，
他是廣東人講粵語倍添親切感，能夠
在奧運殺入百米決賽對亞洲人而言其
難度可想而知，因場地和時間關係未
知他有無機會進行示範交流，向香港
運動員介紹他的訓練經驗。
國家金牌運動員訪港可為香港的體
育運動事業起錦上添花的作用，期待
香港體壇乘東奧之風得到更快更高的
發展。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