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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劍擊世界盃泰國春武里站

港隊奪 1 金 1 銀 5 銅收官
輪椅劍擊世界盃泰國春武里站周日（22 日）煞科，香港隊

◆鄺遠興（右）出戰混合重
劍團體賽。
劍團體賽
。 殘奧會圖片

再憑余翠怡、鍾婉萍、范佩珊及林嘉雯合作，在女子花劍團
體賽銅牌戰勇破泰國隊，為香港再奪一面銅牌。總結今站
賽事，港隊共斬獲 1 金 1 銀 5 銅共 7 面獎牌，當中余翠怡
以 1 金 2 銅成為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余翠怡（左）出戰女子花劍
團體賽。
團體賽
。
殘奧會圖片

余翠怡 -女子A級花劍個人賽金牌

女子花劍團體賽共有 7 隊參加，港隊打入 4 強後
遇上格魯吉亞，首圈未有上陣的林嘉雯亦有登場。
港隊完成前 4 局後，一度以 15：20 落後，不過「大
師姐」余翠怡第 5 局上陣後，即時打出一波 10：0
攻勢，為港隊反先25：20。只是隨後登場的隊友節
節敗陣，港隊又落後到31：40。壓軸登場的余翠怡
奮起力追，可惜仍以 40：44 僅負，未能打入決
賽。猶幸一班女將在接着的銅牌戰回復水準，更順
利以 45：38 擊敗泰國，合力拿下這面團體賽銅
牌。

鍾婉萍 -女子B級花劍個人賽銀牌

部分隊員續留泰國集訓

余翠怡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銅牌

在重劍混合團體賽，港隊再派出余翠怡、湯雅
婷、陳㬢和鄺遠興出戰，惟 8 強戰以 16：20 不敵韓
國，未能向獎牌進發。不過總結今站賽事，港隊仍
獲 1 金 1 銀 5 銅共 7 面獎牌，表現相當可人。據香港
傷殘人士體育協會透露，大部分隊員將繼續在泰國
進行為期16日的集訓。

椅劍擊世界盃一連4日在春武里舉行，港隊連
輪日來都有獎牌落袋，煞科日之前已累積獲得
1

金1銀4銅，最終成功在花劍團體賽再錦上添花。
今站個人賽港隊有余翠怡贏得女子A級花劍個人賽
金牌、鍾婉萍獲女子B級花劍個人賽銀牌，兩人聯同
范佩珊及林嘉雯出戰團體賽，首圈面對韓國，余翠
怡、鍾婉萍及范珮珊順利以45：28將對手刺下。

輪椅劍擊世界盃春武里站獎牌

湯雅婷 -女子B級重劍個人賽銅牌
陳蕊莊 -女子B級佩劍個人賽銅牌
◆（左起）范珮珊
珮珊、
、林嘉雯
林嘉雯、
、余翠怡
余翠怡、
、鍾婉萍於
女子花劍團體賽取得銅牌。
女子花劍團體賽取得銅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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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蕊莊 -女子B級花劍個人賽銅牌
余翠怡/鍾婉萍/范佩珊/林嘉雯 -女子花劍團體賽銅牌

香港棍網球男子隊德國國家盃奪銀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棍網球男子隊於過去周末參
加了在德國德勒斯登舉行的德國棍網球國家盃
2022，並在循環賽中以 3 勝 1 敗的成績進入決賽，
最終榮獲亞軍。
香港隊於 5 月 18 日抵達德國，僅於比賽前兩天進

行場地訓練便出戰 3 日比賽，球隊於首兩日的循環
賽中先後以 24：8、17：9 及 19：14 擊敗波蘭、德
國及瑞士，以 3 連勝姿態勇奪決賽資格。最後，港
隊於決賽日迎戰世界排名第 5 的英國隊，奮力激戰
了32分鐘，最終以11：18惜敗奪得銀牌。
賽後教練Chad Fairfoull表示：「棍網球六人
賽制將會是香港在世界賽場上發放光芒的舞
台。通過更集中的訓練，相信香港棍網球
員已成一支極具競爭力的六人隊，在未來
發光發亮。」教練同時表示：「我為球
員一直戰鬥到每場比賽的最後一刻感到
自豪。非常感謝主辦方和其他球隊帶來出
色和完美的比賽。」
現時，香港棍網球運動員繼續在不同的地
方集訓，其中男子 U21 正於泰國清邁訓練，為
8 月初在愛爾蘭利默里克舉行的 2022 世界 U21 男
子棍網球錦標賽作準備；女子隊則於捷克備戰2022
世界女子棍網球錦標賽和捷克盃。同時香港男子代
表隊在香港為10月初於韓國舉行的APLU世界男子
資格賽作準備。
◀港隊以出色表現獲得銀牌。

李凱敏WTT柏林青少年賽16強止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乒乓球代
表隊上周派出 3 男 4 女年輕球手，到德國出戰
WTT 柏林青少年挑戰賽，其中李凱敏勇闖 19 歲以
下女子單打 16 強，惟不敵最終奪冠的日本球手張本美
和。完成今站賽事，港隊將赴西班牙，轉戰 WTT 阿羅
堡青少年挑戰賽。
由李靜及姜華珺領軍的港隊，今次共派出 7 位球手到德
國參賽，包括男將陳顥樺、蔡俊杰、姚鈞濤及女將吳詠
◆香港乒乓球代表隊今次派出 3 男
4 女年輕球手參賽
女年輕球手參賽。
。
乒總圖片

香港棍網球總會圖片

琳、江芷林、李凱敏及黃凱彤。港隊於女子 U19 單
打由小組賽打起，其中李凱敏連贏兩場 3：2 出線淘
汰賽，再於32強3：0大勝挪威選手，不過隨後於16
強，力戰下以 1：3（3：11、11：9、4：11、7：
11）不敵張本美和，未能再進一步；張本美和後來
更贏得冠軍。
另一女將江芷林則於小組賽 1 勝 1 負次名出線，惜
於淘汰賽 32 強出局；黃凱彤及吳詠琳則未能出線淘
汰賽。黃凱彤另外亦出戰 U17 女單賽事，於小組賽
錄得3連勝出線，之後再連挫挪威及法國對手，可惜
16強直落三局負韓國球手，行人止步。
男單 U19 方面，姚鈞濤於小組賽取得 3 連勝，與
兩戰全勝的陳顥樺及 1 勝 1 負的蔡俊杰攜手晉級淘汰
賽。姚鈞濤之後於 64 強兩度領先、兩度被追平下以
3：2 擊敗匈牙利球手，惜 32 強力戰下以 1：3（6：
11、11：7、9：11、3：11）負以色列對手，無緣晉
級16強。陳顥樺及蔡俊杰則分別於 64強以局數1：3
告負。
港隊 7 位球手將轉戰於西班牙舉行的 WTT 阿羅堡
青少年挑戰賽，6 月 6 日也會參加 WTT 捷克青少年
挑戰賽。

世界超級聯賽中國女曲再勝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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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冠軍徐詩曉 孫夢雅摘金

賽到決賽，整體來看，我們為巴黎（奧運會）做了
國際皮划艇聯合會官網消息，皮划艇靜水世界盃
很好的鋪墊。」
捷克拉齊採站於當地時間 22 日結束，中國隊收穫 3
中國隊第二枚金牌來自劉浩和孫夢雅的混合雙人
金 2 銀 2 銅，東京奧運會冠軍孫夢雅分別搭檔徐詩
曉和劉浩，獲得女子雙人划艇 500 米和混合
◆徐詩曉（左）和孫夢雅
雙人划艇 500 米冠軍，小將李麗獲得女子單
贏得冠軍。
贏得冠軍
。
新華社
人划艇5,000米冠軍。
與在東京奧運會時一樣，奧運冠軍搭檔徐
詩曉和孫夢雅保持了強大實力，她們在世界
盃女子雙人划艇 500 米比賽中一騎絕塵，以 1
分 53 秒 64 的成績奪冠，比第 2 名古巴選手快
了 3 秒 66。「（東京）奧運會的時候，我肩
膀有些傷病，現在已經完全沒問題了。」徐
詩曉說：「對今天的比賽，我們非常滿意，
自從奧運會結束以後，因為個人原因我們的
專項訓練一度不太系統，但在體能方面，根
據協會要求和部署，我們整個冬訓的體能儲
備非常扎實，讓我們在今天的賽場上有足夠
的信心去和奧運會主要對手完成較量。從預

划艇 500 米項目，混合項目在以往賽事中並不多
見，「特別有意思。」東京奧運會男子雙人划艇
1,000 米亞軍劉浩說。雖然他和孫夢雅以 1 分 45 秒
42 的成績輕鬆奪冠，但劉浩表示，他們之前
並沒有進行太多針對性訓練，能夠奪冠還是
依靠兩人自身的實力。
中國隊的第三枚金牌來自 17 歲小將李麗，
她以 25 分 06 秒 68 的成績獲得女子單人划艇
5,000 米冠軍。她還在單人划艇 1,000 米比賽
中獲得銅牌。本次世界盃，中國隊派出一批
全運會後進入國家集訓隊的小將參賽，旨在
增加比賽經驗、感受大賽氛圍，李麗就是其
中之一。
此外，在女子雙人划艇 200 米比賽中，林
文君/帥常文獲得銀牌，林文君還在單人划艇
200 米比賽中摘得銀牌。王楠/孫悅雯/楊鑾/
陳靈亞在女子四人皮艇 500 米比賽中獲得銅
牌。
◆新華社

東奧亞軍楊健打破心魔復出

◆楊健克服心魔回歸
楊健克服心魔回歸。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在日前的中國跳水
隊隊內測驗，在上年東京奧運取得銀牌的楊健終於回
歸國家隊。在接受訪問時，楊健透露早前一度無法在
10米台上做出動作，幸好現時已克服心魔。
在東奧男子 10 米跳台得銀牌後，楊健的心理狀況
突然出了點問題，他透露：「我對動作的感受產生了

混亂，甚至導致一度無法在 10 米台上做出動作，在
明顯需要作調整下，我請示了領隊希望能休整一
下。」
經過休息，楊健終於在日前的中國跳水隊隊內測驗
回歸，他透露目前雖依然難以高質量地演繹動作，但
已經順利克服心魔，並會繼續為夢想而努力。

◆國家隊（黃衫）再下一城
再下一城。
。 FIH Facebook圖片
Facebook 圖片

繼 21 日經過 23 米球決勝力克東道主英格蘭
後，中國女子曲棍球隊 22 日又以 3：1 再次戰勝
世界排名第 4 位的對手，從世界超級聯賽的倫敦
賽場帶走5分。
21 日，面對以東京奧運會時奪得銅牌的英國
隊陣容為班底的英格蘭，中國隊雖然第三節丟
球，但頑強地戰鬥至全場最後一秒逼得短角球機
會，從而以 1：1 的比分將比賽拖入 23 米球決
勝，並最終4：3勝出。
不過根據世界超級聯賽的規則，中國隊常規時
間與對手戰平得 1 分，「點球大戰」勝出再得 1
分，因此 21日的勝利只收穫了 2分，並沒有讓她
們全取3分。
22日再戰，中國隊打得更有信心。雖然依舊被
對手先下一城，但中國隊很快依靠上一場全場最
佳球員谷丙鳳扳平比分，並最終3：1實現翻盤。
剛剛執掌中國女曲帥印的澳洲教練安南賽後鼓
勵隊員說：「看看你們有信心時是多麼出色。只
要我們多一點信心，我們可以收穫很多。我們需
要的就是堅持執行比賽計劃，我們今天打得非常
好。」
48歲的安南此前帶領荷蘭女曲先後獲得里約奧
運會銀牌和東京奧運會金牌。如今剛剛和中國隊
會合不久，在帶隊輾轉歐洲參加世界超級聯賽後
將於7月迎來今年最重要的世界盃賽。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