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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今屆亞洲足協杯
香港代表傑志與公民昨晨踢熱身
賽，前者的新援列文與試腳日本
兵細川淳矢均後備上陣，反而已
提出離隊的羅沙度在左閘位置踢
足全場，最終傑志小勝3：2。

昨晨兩隊都按照亞協杯外援
「3 加 1」限額排陣，公民更因

中村祐人抱恙，整場比賽最多只
用上3名外援，不過，該隊憑趙
俊傑與保連奴相繼建功兩度領先
，傑志兩度追平的入球則來自盧
比度與黃洋，林嘉緯就在比賽尾
段絕殺對手。

初來報到的列文與細川淳矢
表現不過不失，特別是前日才到
港的後者表現 「硬手硬腳」，未
及攔截對手導致傑志第二個失球
，總領隊伍健認為該球員 「波底
」不俗，列文表達了對傑志短傳
組織踢法的喜愛： 「保持控球在
腳，全隊會踢得更輕鬆，此前我
效力的球隊也是類近的踢法，我
喜歡這種足球。」

正為中堅人選不足而煩惱的
傑志尚未找到本地中堅加盟，昨
日曾短暫讓黃洋客串中堅，伍健
表示總教練甘巴爾正考慮這做法
的可行性。

公民確定球隊會有只在亞協
杯穿着的特別版球衣，用色與港
甲版不同，行政總監貝可泓表示

亞協杯防線已經大致有定案，反
而中場仍要試不同配搭，以及訓
練球員在對方壓迫下將球有效組
織攻勢到前線的能力，為此要加
強球員身體質素。

伍健留任足總董事
此外，伍健證實經足總董事

局游說後決定留任董事職位，改
為無限期請假，並辭去所有專責
小組的工作，僅負責U14、U12
代表隊。

【本報訊】據新華社多哈十三
日消息：第12屆亞洲射擊錦標賽開
賽當日，中國隊狂捲 6 枚金牌，僅
兩枚旁落，並破一項世界紀錄。

在 13 日上午進行的男子 10 米
氣步槍比賽項目中，由朱啟南、王
濤和劉天佑組成的中國隊以1793環
的成績，力奪這個項目的團體冠軍
，並打破了俄羅斯隊在2008年創造
的1792環的世界紀錄，印度隊和蒙
古國隊分別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在
個人賽決賽中，印度名將賓德拉發
揮出色，以701.1環的成績摘得金牌
，朱啟南以 700.8 的成績憾負 0.3 環
屈居亞軍，王濤和劉天佑則分別以
699.9 和 697.7 環的成績分列第三和
第五名。

男子50米手槍比賽：中國隊以

1694環的總成績摘得金牌，力壓第
二名韓國11環，日本隊排名第三，
但個人賽決賽中，韓國的秦鐘午以
668.0環的總成績奪得冠軍，張添和
吳瀟分別以 662.8 環和 662.4 環名列
第二、第三位，龐偉名列第九。

在男子青少年比賽中，中國隊
實力強勁，摘取了所有的團體、個
人金牌。由劉立龍、高霆捷、劉佳
澤組成的中國隊勇奪10米氣步槍比
賽項目金牌，韓國和印度位列第二
和第三位，劉立龍、高霆捷還獲得
了個人決賽的冠、亞軍。

在50米手槍比賽中，陳旭、張
浩、劉奇發揮出色，獲得這個項目
的團體冠軍，印度和哈薩克分別獲
得第二和第三，陳旭、張浩還獲得
了個人決賽的冠軍和季軍。

▼傑志新兵列文（右）與試
腳球員細川淳矢昨獲派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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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成年組 10 米氣步槍奪金並破紀錄，圖為朱啟南
（左）、王濤（中）和劉天佑在頒獎台上 新華社

大公波經 賽馬消息

中國氣步槍破世績
射擊亞錦賽首日狂捲6金

▲ 高比拜仁老而彌堅，攻入
42分帶領球隊獲勝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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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場地單車賽第4
■本報訊：在

北京舉行的場地單
車世界杯分站賽昨
進行第二天的競逐
，踩入女子爭先賽

準決賽的港隊選手李慧詩，昨晚準決賽
兩場比賽都不敵中國名將郭爽，銅牌賽
對捷安特車隊的中國車手林俊紅也連輸
兩場，僅獲第4名。首次在世界杯角逐
男子全能賽的蔡其皓表現出色，賽畢6
個項目後總成績排第10名。

丁俊暉今晚戰奧蘇利雲
■綜合外電英國十四日消息：2012

溫布萊桌球大師賽將於明天在亞歷山娜
皇宮掀開帷幕，中國 「神童」丁俊暉將
在揭幕戰面對英格蘭的奧蘇利雲。包括
蘇格蘭的希堅斯、英格蘭的卓林普和沙
比、威爾士的威廉斯等 16 位各國好手
，將會在歷時八天的賽事中爭奪冠軍
（now637台香港時間周日晚上9時30
分直播首圈賽事）。

費拿奧克蘭網成功衛冕
■綜合外電新西蘭十四日消息：西

班牙的費拿在周六舉行的奧克蘭網球公
開賽男單決賽以直落兩盤 6：3、6：4
擊敗比利時的奧利華洛查斯，成功衛冕
賽事。雖然比賽兩度因天雨影響而暫
停，但費拿一直保持不俗的狀態，最
終以盤數 2：0 取勝，第三度捧起是賽
錦標。

王儀涵汪鑫女單爭金牌
■本報訊：中國羽毛球隊成功包攬

馬來西亞公開賽女單的金、銀牌。世界
「一姐」、國羽的王儀涵昨在女單準決

賽戰勝4強中的唯一外國球手，她以直
落兩局 21：15、21：16 擊敗印度的內
維爾，率先取得決賽一席。隊友汪鑫和
王適嫻在另一場準決賽上演 「內訌」，
結果汪鑫以 21：12、25：23 擊敗對手
晉級。男單國羽的諶龍在準決賽以
18：21、21：17、13：21 不敵東道主
球手李宗偉，加上隊友陳金因傷退賽，
兩人雙雙無緣決賽。

列文表現不過不失
助傑志3：2小勝公民

協助湖人主場挫騎士

歐洲一直是孕育技術型籃球員的天堂，當中的佼佼者包括剛
退役的射手史杜真高域、去季的 NBA 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
（MVP）小牛的魯域斯基和2007 年度的總決賽MVP、馬刺的柏
加。然而，今季過後，歐洲優秀球員的名單上或需再添一個名字
，他就是21歲的歷奇盧比奧。

西班牙籍的歷奇盧比奧早於2009年球季的選秀大會，以第5
順位被木狼相中，可惜因買斷金問題而延至本季才首度登陸NBA
。在木狼司職控衛的他今季上陣11場，並交出場均10.4分、8次
助攻和4.1個籃板球的成績單，表現可圈可點。歷奇盧比奧更是
今季NBA每日十大金球出現次數第3多的控衛，僅次於公牛的羅
斯和快艇的基斯保羅。

歷奇盧比奧的技術細膩、控球穩健、視野開闊而且擁有不俗
的中遠距離投射能力，加上年輕力壯跑動能力強，讓他昨日終於
贏得個人於 NBA 的首個正選上陣機會。不同於 「師兄」柏加着
重於突破的打法，亦有別於塞爾特人控衛朗度不擅遠投，歷奇盧
比奧的打法更像太陽的名將拿殊，組織攻勢節奏流暢，傳球精準
並具一定的遠射和突破能力。

只要假以時日，積存更多比賽經驗的歷奇盧比奧定能大放異
彩，成為一名能左右球賽勝負的超級球星。

歷
奇
盧
比
奧
可
放
異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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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摩力克昨午在旺角場觀戰
本報攝

【本報訊】 「長遠的球隊計劃，在香
港沒人欣賞，可能在外國有人欣賞。」地
區足球隊深水埗昨於聯賽杯初賽取得升上
港甲以來首捷，藉方栢倫頭槌破門 1：0
淘汰港菁，教練李志堅賽後更暗示球隊稍
後會有新動向： 「球隊未來會有些計劃，
稍後會作公布。」

上半季僅在聯賽及銀牌共錄得兩場和
局的 「升班馬」深水埗，昨日終在實力相
近的港菁身上取勝，過程中港菁前鋒艾力
士曾凌空車身抽射中柱。李志堅認為年輕
球員在首場勝仗後壓力將會減少，希望全
隊繼續努力。

深水埗與港菁目前為聯賽護級形勢惡
劣，李志堅表示球隊永不放棄： 「說到計
分護級我真的不懂，但我要強調球隊永遠
不會放棄。深水埗創造了一個平台給年輕
人進步，即使港菁也值得足總給他們機會
留下來，為香港足球的未來作貢獻。在其
他甲組隊，年輕球員往往一場、甚至半場
表現不佳就沒有機會。」

深水埗踢入聯賽杯8強將對天水圍飛
馬。

屯門12碼球射贏流浪
昨日另一場初賽屯門與流浪悶戰120

分鐘互交白卷，流浪有新援莫國高在 「處
子戰」 「2黃1紅」，互射12碼球屯門門
將域奇救出安杜的射門，助球隊贏 5：4
，8強對手是傑志。

湖人今仗的一眾替補表現失色，出場的6名替
補球員合共只為球隊貢獻出4分，令老將高比拜仁
的休息時間只有不到4分鐘。幸好正選各將均有水
準演出，高比拜仁更以31投15中為球隊貢獻42分
，成為是役的得分王，加上加素爾和拜林均做出
「雙雙」，湖人得以保持勝果至完場。湖人主帥米

奇布朗說： 「陣中有這樣的球員（高比拜仁）實在
太好了。」手腕有傷的高比拜仁則表示： 「受傷反
而令我更有鬥志，它會逼我去尋找更多的得分方式
。」

另一方面，奪標大熱熱火則在同日的賽事 「賠
了夫人又折兵」，不僅陣中大將華迪在作客金塊的
比賽中扭傷右足，球隊更以 104：117 不敵主隊。
近三戰皆北的熱火目前以8勝4負的成績從日前的
東岸 「一哥」迅速滑落至東岸第6位。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三
日消息：湖人球星高比拜仁雖然已
年屆33歲 「高齡」 ，但他以絕對
的實力告訴世人，他依然寶刀未老
。高比拜仁在周五NBA常規賽湖
人對騎士的賽事攻入42分，協助
球隊以97：92擊敗作客的騎士。

這是高比拜仁在湖人近四天的3場比賽中，
連續3次做出40分或以上的成績，並且是其
職業生涯的第7次連續三場得分40以上，超
越 「籃球之神」 米高佐敦的6次成為史上第
一人。

▲歷奇盧比奧（中）的前途無可限量 美聯社

深水埗甲組賽首捷深水埗甲組賽首捷
聯賽杯1：0淘汰港菁

摩帥讚劉卓軒表現佳
【本報訊】昨天是香港足球隊主教練摩力克上任後首度觀賞港甲比賽

， 「摩帥」對深水埗與港菁一班U22 港足的適齡球員印象深刻，更點名
說深水埗中場主力劉卓軒表現突出。

摩力克看罷深水埗對港菁之戰後表示，對兩軍的本地小將印象深刻：
「很高興看到有這批技術水平良好、行軍迅速的球員，他們踢了場刺激的

比賽。雖然亞洲U22錦標賽外圍賽未有確實賽期，但U22港足稍後就要
選球員，所以我特別留意這場比賽。」 「摩帥」將會監督U22 港足的訓
練，提升年輕球員為 「大港腳」也是其着重的工作，他說對昨仗有幾名球
員感到興趣，更說 「深水埗10號」（劉卓軒）表現突出。

摩力克還說球迷表現了對足球的支持，並讚旺角場設施及環境好，最
後還說了一句： 「球證（程愛祖）執法相當優異。」

▲ 深水埗贏波後
，劉卓軒向看台
上的父親展示寫
上 「爸爸、生日
快 樂 、 I Love
You」 等字，及
畫有生日蛋糕的
內衣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