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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華盛頓十日消
息：美國總統奧巴馬9日在白宮接見上
屆 NBA 總冠軍小牛時笑言，希望明年
在白宮接見的不再是小牛，而是他的最
愛──公牛。對此，公牛頭號球星羅斯
回應說，他準備讓總統心想事成。

作為公牛的鐵桿球迷，奧巴馬在接
見小牛時稱他們 「表現非凡，獲得了偉
大的勝利」。可他話鋒一轉開起玩笑說
： 「明年還如此就太糟了，希望（明年
我）在這裡接見的是芝加哥公牛。」

就在奧巴馬開玩笑時，羅斯帶領公
牛以二十四分優勢大勝活塞。賽後羅斯
得知總統的玩笑後表示，他很高興公牛
能得到總統的鼎力支持。

「夠朋友，」羅斯感嘆說， 「如果
我們能闖進總決賽，他（奧巴馬）曾向
我允諾，他會到總決賽現場觀戰，所以
我將讓他的諾言得以實現。」

總冠軍可訪白宮
根據慣例，每年只有美國體壇四大

職業聯賽的總冠軍、大學籃球冠軍等才
有資格在白宮接受總統的接見。

【本報訊】綜合外電英國．倫敦十一日消息：香港
體操代表隊的石偉雄，於周二的倫敦奧運會體操測試賽
表現出色，他在男子個人全能以 86.482 分於 98 位參賽
者中位列第 12，由於賽事是奧運的第二次資格賽，只
要位列頭二十四名便可獲得奧運入場券，石偉雄成為本
港唯一獲得倫敦奧運參賽資格的男體操隊員。

年僅 20 歲的石偉雄在去年的世界錦標賽跳馬項目
歷史性躋身決賽，雖然最終只得第7名，但足以證明他
的潛力。

測試賽發揮水準
石偉雄在今次測試賽率先進行的鞍馬項目中，雖然

只得13.500分，但他於強項跳馬獲得16.033分，這並是
所有參賽選手中的第七高分，信心大增的他，在此後的
各項均有水準演出，終以86.482分完成賽事，位列所有
參賽選手的第12，如願取得一張寶貴的奧運入場券。

剛被小牛召回的中國名將易建聯，
自去年 4 月 14 日為巫師披甲後，今戰
身穿 9 號球衣的他，是首度再於 NBA
賽場馳騁。在周二小牛作客活塞的比賽
中，易建聯獲得 5 分 24 秒的出場時間
，但因和隊友缺乏默契，故他未能取得
任何的出手機會。

後備上陣5分24秒
小牛今仗在首節和第三節打出

13：0 和 16：0 兩波攻勢，得以一早奠
定勝局。魯域斯基表現回勇，拿下全隊
最高的 18 分，是贏波的功臣。易建聯
在完場前五分二十四秒入替奧當，司職
中鋒的他，打得比較謹慎，只摘下1個
籃板，並無起手機會。

熱火在同日作客勇士，雖然 「超級
三巨頭」聯手攻入 76 分，而且球隊更
一度在第三節領先 17 分，但勇士末節
反撲把比分追平 96：96，比賽需進入
加時，最終熱火以106：111飲恨。8勝
2負的熱火，在東岸排名跌落第二位，
公牛則以9勝2負進佔東岸榜首。

湖人的高比拜仁於球隊主場迎戰太
陽一役取得 48 分，這是本季聯盟的個
人最高得分，加上加素爾的 16 分和拜
林的 12 分，湖人結果以 99：83 分擊敗
對手。

【本報記者尹健、趙文博長春十一日電】10 日晚的全國
冬運會男子冰球比賽分組賽事，香港以16：0的比分大勝赤峰
，迎來了首場勝利。

相對於頭兩場比賽中的拘謹、被動，港隊當天的攻守相當
主動，隊員的競技狀態顯然要比赤峰好。開賽不久，港隊前鋒
譚廣智接應隊友妙傳後推射，率先破門，這是港隊在本屆冬運
會的第二個進球，隨後，孫振峰、杜希豫、馮本汝等港隊球員
紛紛射門得手。首節，港隊以6：0大比分領先。第二節，赤
峰一直以守代攻，港隊則加強了前場拚搶，並乘勢大舉進攻，
主力前鋒詹喬壹更在單節上演 「帽子戲法」，馮本汝、杜希豫
也繼續着進球表演，港隊逐步擴大比分優勢，以12：0結束此
節。雖然赤峰在最後一節中的防守稍見起色，但卻被速度和技
術佔優的港隊連連攻破球門，最終，港隊以16：0大勝赤峰。
詹喬壹成為了本場比賽的最佳球員。

教練讚揚隊員努力
港隊教練伍家健對取得首場勝利感到十分興奮，他說，

「贏下比賽靠所有隊員的努力，他們在場上把握住很多以多打
少的機會，換來了很多進球。這對我們是鼓勵，相信我們往後
還會做得更好。」12日下午，港隊將迎來另一個對手澳門。

流浪門將曾文輝又被外借
■本報訊：港甲足

球隊天水圍飛馬昨天宣
布，已獲 U21 港足門
將曾文輝自流浪以外借
形式加盟至季尾。曾文

輝在上半季由流浪外借到港菁，上周日港菁
對深水埗的聯賽後，被流浪收回。另外，在
冬季轉會市場開始後，有亞古沙、李明轉投
屯門，以及卡爾離隊回巴西的晨曦，獲前港
腳陳耀麟重投。上季效力流浪的陳耀麟，在
港迪放棄借用淦源會籍升上甲組後，轉投
乙組的花花，目前以 14 個入球於射手榜領
先。

柏高域背傷黯然退出澳網
■綜合外電澳洲十一日消息：受背傷所

困，世界排名第 10 位的德國女子網球名將
柏高域今天宣布退出即將到來的澳洲公開賽
。柏高域透露了這個令人惋惜的消息，她說
： 「過去三、四個月，我的後背一直有傷，

這兩周的比賽也是帶傷作戰，現在我根本沒
法在傷痛下堅持比賽30至40分鐘，因此，
休息是我唯一的選擇。」柏高域是第二位因
傷退出澳網的女子網壇名將，7屆大滿貫冠
軍得主、美國的維納絲威廉斯在9日突然宣
布，因自身免疫性疾病乾燥綜合症影響而退
出澳網。

鐵人三項賽9月北京舉行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十一日電：

作為世界知名的三藩市（魔鬼島）國際鐵人
三項賽的分站賽之一─北京國際鐵人三項
賽，將於9月在豐台區青龍湖、長辛店等區
域舉行，這是亞洲城市首次承辦此項賽事，
將吸引眾多國際知名選手參加。北京市豐台
區副區長李軍會表示，北京國際鐵人三項賽
由北京市體育局、豐台區人民政府主辦，賽
道總長度為 51.5 公里，設專業組和業餘組
。據悉，豐台區體育局已與美國國際管理集
團公司簽署了 2012 年至 2016 年連續五年在
豐台青龍湖舉行北京國際鐵人三項賽的協
議。

【本報訊】綜合外電澳洲．悉尼十一日
消息： 「中國金花」李娜在新季錄得女單5
連勝。4號種子的李娜在周三的悉尼網球公
開賽8強，以直落兩盤6：2、7：6（7：3）擊
敗捷克的沙菲露娃，開季女單5戰全勝，戰
績彪炳。李娜在4強將面對捷克的姬維杜娃。

將鬥姬維杜娃
李娜今仗進攻火力十足，首盤便逼出7

個破發點，雖然只把握當中的三次，但僅被
破發一次的她仍以 6：2 先拔頭籌。雙方在
次局展開保發大戰，雖然李娜再度逼出7個
破發點，無奈她未能把握機會，兩人戰平局
數 6：6 後，需以決勝局分勝負，結果李娜
在決勝局以7：3勝出而直落兩盤贏得比賽。

李娜在4強的對手、姬維杜娃，於同日
面對斯洛伐克的漢圖采娃，結果姬維杜娃以
6：0、6：4輕取對手晉級。

【本報訊】周一履新的新任香港足球代表隊主教練梅
歷（前譯：梅歷克），明午將與傳媒見面，香港足總特別
安排午餐會讓新帥與傳媒交流，更物色公關公司代為打點
午餐會事宜，反映足總對新帥的重視。

足總物色公關安排顯重視
在足總落實推行鳳凰計劃後聘請、由政府撥款支薪

的港足主教練，根據公關公司昨天發出的傳媒通知，
已確定官方譯名為梅歷。足總對於這名新帥的上任非
常重視，找來本地體育公關公司協助安排午餐會的事宜
，更一改足總過往常用的下午茶敘形式，以自助午宴取代。

預料梅歷明天會向傳媒發表執教港足的大計及安排，
包括下月29日上任後首戰主場對中華台北的備戰計劃。
不過，前天的甲組會議就有港甲球隊對賽期表達憂慮，擔
心港足賽期與港甲賽期相隔太近，也有球會代表向足總為
旗下球員 「追」龍騰杯、省港杯的入選費、出場費、津貼
及獎金。

回歸首秀0分1籃板

【本報訊】綜合外
電美國十一日消息：0
分和1個籃板，是重返
NBA 舞台的小牛新將
易建聯於首秀的成績單
，表現雖然平淡，但潛
力極大的他，只要適應

球隊的打法和與隊友取得默契
，定必再能大放異彩。小牛
此戰則以100：86擊敗主場的
活塞，取得他們本季作客的首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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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開季5戰全勝，狀態甚佳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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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勇銳躋身李娜勇銳躋身44強強

▲小牛球員易建聯（右）力阻活塞的馬基連
上籃 美聯社

易建聯有待爆發易建聯有待爆發

【本報訊】香港羽毛球隊的 「一哥
」黃永棋和 「一姐」葉姵延昨在馬來西
亞公開賽首圈相繼落馬。黃永棋在首圈
面對世界排名第4、丹麥的蓋德，結果
以 19：21、18：21 落敗；葉姵延以
17：21、10：21 不敵中國的汪鑫，同
樣未能晉級次圈。

王儀涵王適嫻過關
另一港將陳祉嘉在女單首圈的籤運

同樣不濟，面對世界排名第8、中華台

北的鄭韶婕，雖然在首局一度領先
19：17，但最終實力較高的鄭韶婕以
21：19、21：16 得勝。國羽的女單名
將王儀涵和王適嫻則聯袂闖進次圈，前
者以 21：13、21：15 擊敗印尼的阿麗
央蒂，王適嫻則以 21：15、21：14 擊
敗加拿大的李文珊。

女雙方面，港隊拍檔謝影雪／潘樂
恩遇上國羽的年輕組合包宜鑫／鍾倩欣
，結果前者以8：21、20：22告負，首
圈止步。

▲▲

魯域斯基（右）回勇，是小牛取得本季作魯域斯基（右）回勇，是小牛取得本季作
客首勝的最大功臣客首勝的最大功臣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