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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屆世界游泳錦標賽當地時間 24 日在
匈牙利布達佩斯繼續進行。中國花樣游泳
隊在集體自由自選比賽中奪冠，這是中國
花游隊在本屆世錦賽收穫的第 4 枚金牌。奧
運冠軍張雨霏在女子 50 米蝶泳決賽摘得
個人第 3 枚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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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世錦賽 張雨霏摘個人第 3 銅

收穫第
第4 金
中國花游隊 收穫

◆中國隊在頒獎儀式後開心大合照
中國隊在頒獎儀式後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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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花樣游泳隊此次世錦賽表現
出色，此前已在雙人和集體項

目中拿下 3 枚金牌。當地時間 24 日的
集體自由自選決賽，中國隊派出此前
集體技術自選項目的奪冠陣容，包括
常昊、馮雨、王賜月、王柳懿、王芊
懿、向玢璇、蕭雁寧、張雅怡 8 名選
手。
預賽中，中國隊以 95.8000 分高居
第一。決賽中國隊在 12 支隊伍中第
10位出場，表演節目是極富中國特色
的《巾幗英雄》。姑娘們在決賽中的
表現更勝一籌，最終以 96.7000 分奪
冠，烏克蘭和日本隊分別以 95.0000
分和93.1333分獲得銀牌和銅牌。

石浩璵/張依瑤
晉混雙自由自選決賽
中國花樣游泳隊本屆世錦賽不斷創
造歷史，目前已收穫 4 金 1 銅。當天
還進行了花游混雙自由自選預賽，中
國組合石浩璵/張依瑤以 87.8333 分排
名第 3 晉級決賽，此前兩人曾獲得混
雙技術自選銅牌，這是中國隊首次在
花游混雙項目中站上世錦賽領獎台。

新華社

此外，當天還進行了多個游泳項目
的比拚。女子 50 米蝶泳決賽中，中
國名將、奧運冠軍張雨霏游出 25 秒
32，以 0.01 秒之差位居第 3，繼 100
米蝶泳和 200 米蝶泳後，摘得本屆世
錦賽個人第 3 枚銅牌。該項目世界紀
錄保持者、瑞典名將舍斯特倫以 24
秒95奪冠。
本屆世錦賽張雨霏被寄予奪冠厚
望，但她坦言自身狀態不佳，賽前訓
練不系統，比賽賽程安排也比較密
集。「現在 3 塊銅牌了，我每天都在
想給獎牌換顏色。後面還有 50 米自
由泳決賽和女子 4×100 米混合泳接
力，應該還有機會換顏色。」
女子 800 米自由泳決賽中，中國名
將李冰潔以 8 分 23 秒 15 位列第 5。該
項目世界紀錄保持者、美國名將萊德
茨基繼續保持統治力，以8分08秒04
的成績奪冠。
在男女混合4×100米自由泳接力決
賽中，澳洲隊以3分19秒38奪冠，這
一成績也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加拿
大隊和美國隊分獲銀牌和銅牌。中國
隊派出年輕小將參賽，最終名列第8。

◀張雨霏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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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50米蛙泳準決賽中，中國小將
唐錢婷游出30秒10的成績，刷新亞洲
紀錄，並以第四名晉級決賽。女子50
米自由泳準決賽，張雨霏與英國選
手安娜．霍普金同為 24 秒 60，
以並列第五名的成績晉級決
賽。男子50米背泳準決賽
中，徐嘉余位列第 12
▶中國隊教練
無緣決賽。
張曉歡（右）與
◆中新社
隊員擁抱慶祝
奪金。新華社

港足慶功吸引逾百球迷
安帥冀主場辦賽
◆黃威（右）在回答球迷提問時笑言暫不
考慮剃光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中國花游隊
7 個月完成新老交替

中國花樣游泳隊當地時間 24 日在第 19 屆世界游泳錦標賽
上奪得第 4 金，拿到集體自由自選項目的世錦賽歷史首冠。中
國花游隊教練組組長張曉歡表示，隊伍能在短短 7 個月內完成新
老交替取得佳績，得益於前輩的幫助和新人的努力。
中國花游隊去年年底正式組隊，和東京奧運會時相比，此番出征世
錦賽的 13 名隊員中只有馮雨、肖雁寧、王芊懿三位奧運選手留了下來，
其餘都是新人，教練組中也只有張曉歡有過世錦賽帶隊經驗。能取得如此佳
績，張曉歡特別感謝了來自「師傅」汪潔的幫助。
「東京奧運會（雙人和集體兩個項目）取得銀牌之後，我們在7個月的時間裏
完成了新老交替。我們要珍惜前輩付出的艱辛，接
力棒放在我們手裏，我們不能把它丟了。尤其是，
我們以前的主教練汪潔教練帶了我30多年，我覺得
這一路走來，一直有師傅在幫助我。」張曉歡說。
致謝前輩的同時，張曉歡也欣喜於新人的成長，
她說：「通過這一仗，我覺得姑娘們一下子成長起
來了。她們在家的時候還有一點點不夠成熟，遇到
困難的時候還有一些退縮，還有一些不理解。對於
大強度的訓練她們也會哭，也會難過，也會覺得承
受不了，也會覺得壓力很大。但我覺得經歷這次大
賽之後，她們得到了很好的鍛煉。」
◆新華社

成都大運會
延至明年暑假舉行
中新社成都 6 月 25 日電 據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
會消息，原定於今年 6 月在四川成都舉行的第 31屆
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簡稱成都大運會）延期到
2023年7月28日至8月8日舉行。
同時，年齡限制和參賽資格將進行調整，以便符
合2021和2022年（延期）參賽資格的學生參加。
據了解，成都大運會是繼 2001 年北京大運會、
◆成都大運會獎牌
「蓉光」
。
2011年深圳大運會之後，中國內地第三次舉辦大運
資料圖片 會，也是中國西部第一次舉辦世界性綜合運動會。

長話
短說
中國男隊無緣三人籃球世盃 8 強
◆港隊慶祝活動逼爆商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鞠盈智（右）表示為港隊効力，義不容
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足球總會昨午於 V
Walk 商場舉行活動，慶祝香港足球代表隊晉身 2023 亞洲盃決
賽周，吸引過百球迷到場，令商場一度水洩不通。身在泰國
的主帥安達臣透過錄影片段發表感言，重申希望港隊9月能在
主場比賽，一眾港腳都表示支持。
由於効力東方龍獅及理文的港腳正在泰國出戰亞協盃，部
分港隊成員又外遊度假，昨日只有鞠盈智、黃威、羅梓駿、
杜馬思、劉學銘及簡嘉亨 6 名港腳出席，但仍吸引到近 200 球
迷到場。有人拖男帶女，也有人扶老攜幼，大部分人都穿上
港隊球衣。
活動期間圍觀人群又不時高呼打氣，掀動全場氣氛，令港
腳們深深感受到久違的榮譽感。
現場除了播出港腳在印度亞洲盃的比賽片段，亦播放了安
達臣的錄影訪問。正在泰國考察港腳亞協盃表現的他感謝球

迷支持，重申希望 9 月能夠在主場安排比賽備戰亞洲盃決賽
周，港腳們都十分贊成。港隊今年下一個任務就是7月的東亞
盃決賽周，近日有消息指日本及韓國都改變策略，會以國家
隊參戰，國足也會以國家選拔隊取代 U23 國足參賽，不過港
隊名單仍懸而未決。

鞠盈智：為港効力 義不容辭
球季腰斬前効力冠忠南區的鞠盈智表示，自己年紀已不
輕，若安帥選用自己，一定義不容辭：「我現時還未有球
會，但有信心可以落班。即使沒有球會，沒有保險保障都
好，我都想踢香港隊。畢竟自己可以為港隊賣命的日子不會
很久，受傷賠償問題不會是第一時間考慮。」
席上也有球迷提問環節，其中一條是問黃威「何時會再剃
光頭」，他則笑言：「暫時不會考慮！」

2022 年國際籃聯三人籃球世界盃賽當地時間 24 日在
比利時安特衛普繼續進行小組賽的較量。中國三人男籃
雖然以 21：18 挫日本隊，贏得了在本屆盃賽上的首
勝，但其後以 15：19 負波蘭，目前 1 勝 3 負的中國男隊
已無緣最後8強，提前結束本屆世界盃之旅。 ◆中新社

◆中國隊（白衫）以 15：19 不敵
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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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凱琹 朱成竹女雙坐亞望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WTT 斯洛文尼亞公開賽昨繼續進行。港乒組合杜凱琹/
朱成竹先以 3：0 橫掃捷克對手，再以 3：2 淘汰捷克與斯洛伐克的跨國組合，成功殺入女
雙決賽。不過，港隊另一對女雙組合李皓晴/蘇慧音則在準決賽不敵印度對手 Avatar Prapti Sen/Avatar Ayhika Mukherjee，獲得季軍，無緣與隊友爭霸。男隊方面，黃鎮廷/陳顥
樺3：1挫英國組躋身男雙4強，惟其後0：3不敵韓國組合，收穫一面銅牌。

U17 女足世界盃分組抽籤揭曉
2022 年印度 U17 女足世界盃抽籤結果當地時間 24 日出爐，中國隊被分在 C 組，與西班
牙、哥倫比亞以及墨西哥隊同組。今年 3 月，亞足協宣布因朝鮮隊無法參賽，中國隊遞補
獲得 2022 年 U17 女足世界盃參賽資格。本屆 U17 女足世界盃共有 16 支球隊參賽，比賽將
於2022年10月11日至30日在印度舉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