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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二日消息：
NBA 明星賽東、西岸正選名單揭曉，熱火、
湖人及快艇各有兩名球星入圍，當中湖人的高
比拜仁以平紀錄連續十四次入選。魔術中鋒迪
韋特侯活則以超過一百六十萬票成為明星賽票
王。

迪韋特侯活膺票王
NBA 官方周四公布投票選出的明星賽東、西岸正選

名單，票王迪韋特侯活鎖定東岸中鋒位置，熱火就有勒邦
占士及華迪入選，其餘兩席由公牛的羅斯和紐約人球星安
東尼獲得。

西岸方面，洛杉磯雙雄湖人及快艇佔據四個正選席位
，高比拜仁以155萬票成為西岸最高得票球星，他並是連
續十四次入圍，追平由名宿謝利韋斯、馬龍及奧尼爾共同
保持的連續入選明星賽紀錄。

高比拜仁隊友拜林首次出戰明星賽便成為正選。快艇
有B基芬及控球後衛基斯保羅當選，雷霆射手杜蘭特是正
選中唯一非洛城球員。

明星賽將於本月26日在奧蘭多上演。

【本報訊】摩力克就任香港足球代表隊主教練後的首份
集訓名單昨天出爐，27名入選球員中包括7名新兵，名單中
涵蓋屯門之外合共 9 間本地甲組球會，予人驚喜的是 90 後
小將、來自下游球隊深水埗與港菁的方栢倫、劉卓軒與曾至
孝首當 「大港腳」，首度入選的還有前 「奧運腳」陳銘剛、
劉松偉與傑志事先張揚有份上榜的黃洋與梁子成。

「摩一期」成員以港甲目前失分最少的天水圍飛馬、南
華及傑志佔去三分之二，聯賽榜 「Big4」之一的公民僅謝德
謙上榜，近況回落的晨曦只有梁子駿入選，在省港杯表現獲
好評的鄭少偉則未獲摩帥青睞。至於仍待加納有關方面發出
放棄國籍證明、目前未能代表香港踢國際賽的高梵也獲選中。

獲摩帥點名稱讚的深水埗中場劉卓軒偕隊友方栢倫首當
「大港腳」，在港菁後防一夫當關的曾至孝與表現穩定的流

浪球員翟廷峯、劉松偉也由奧運隊升級，天水圍 「雙防中」
陳銘剛與劉念溢以高效率的表現獲摩帥認同。

上月在球會有不俗表現的李威廉、歐陽耀冲、白鶴、林
嘉緯都獲得重返港足的機會。餘下球員俱在省港杯集訓名單
上榜，包括王振鵬、葉鴻輝、李志豪、陳偉豪、吳偉超、張
健峰、李康廉、梁振邦、盧均宜、陳肇麒與陳立明。

摩帥：每次選人都會有驚喜
轉由摩帥領軍的港足首兩課將在旺角大球場訓練，連續

三個周二的練習後會決選18人於本月29日
主場出戰中華台北，賽前兩天將安排集宿
。對於 「摩一期」有予外界驚喜的人選
，摩力克笑言： 「這是訓練名單，並非
對中華台北的必然人選，本月21日的訓
練後將公布決選名單。我希望每次選人
都給大家一點驚喜，港足每場國際賽都非
常重要，我不擔心比賽結果，只要踢出好
表現，自然會有成績。」摩力克補充，目前
未入選港足集訓的球員，仍有機會入選鬥中華
台北。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三日電】昨天，聯合
會杯網球賽亞大區第一組比賽在深圳羅湖網球中
心展開爭奪，四朵 「中國金花」首輪亮相便以場
數 3：0 橫掃中華台北。今天，國家隊出戰烏茲
別克，結果又以 3：0 取勝，兩戰全勝後，順利
地以A組首名出線。中國將於明天迎戰B組首名
哈薩克，勝者將獲得世界組附加賽席位。

3場對陣分別為張帥對舒莉寶娃、李娜對艾
杜拉莫娃，以及鄭潔／彭帥對艾曼梅拉杜娃／杜
莉嘉露娃。在首場單打張帥以盤數 2：1 戰勝後
，李娜在第二場單打更以 2：0 輕鬆戰勝對手，
鄭潔／彭帥亦以直落兩盤勝出。

香港首名晉級
至於香港隊，在亞大區第二組亦取得全勝佳

績。港隊於今天進行的A組最後一輪分組賽，以
場數2：1擊敗吉爾吉斯，4戰全勝獲得分組首名
。港隊明天將面對B組首名印度，爭取升上第一
組的資格。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三日電】今天，世界
排名第9位的李娜僅用一小時便以盤數2：0輕鬆
取勝，為中國在聯合會杯順利出線贏得了關鍵的
一場。提及今次重回國家隊大家庭，李娜道出了
全體隊員的心聲： 「一晃過了這麼久，其實還是
很懷念在國家隊的時光。」李娜續說： 「上次集
體生活是廣州亞運會，今次重回國家隊，很多事
情都不用自己操心。職業比賽每個星期都有，但
國家隊的比賽畢竟不常有，感覺非常好。」

刻意迴避記者鏡頭
本月底，李娜將滿30歲，被問到會不會有年

齡壓力時，李娜擺擺手表示不覺得有太大區別。
李娜抵達深圳後，便受到媒體和球迷們的高度關
注，一度要出動組委會維持秩序，她為此曾躲在
賓館內進行秘密訓練。期間，她總是刻意地迴避
記者的鏡頭，結束之後也是惜字如金，幾乎一言
不發，讓苦苦守候的記者倍感失望。

昨天賽後發布會時，李娜謹慎對待媒體，更

坦言大滿貫後，生活發生了較大的改變，但對於
一些問題的說法總會被媒體解讀成不同的意思。
被問到倫敦奧運會是否會是她最後一屆奧運，她
無可奈何地說： 「你說是就是，反正我不說，因
為就算我說了，你們肯定也會有自己的說法。」

去季下半季在流浪長坐 「冷板
」開始，陳耀麟便與港甲 「越走越
遠」，在港迪放棄升甲後，更要轉
戰乙組的花花，到上月才獲晨曦邀
請重返港甲， 「耀仔」坦言，過往
半年是人生難得經歷，重新上路的

他，學懂體諒和更多人情世故。
「我會接受這是現實。」這是

「耀仔」訪問期間說得最多的一句
話，他說： 「有人認為我踢乙組是
種浪費人才，但現實就是這樣。這
次我回來了，就想在甲組完結球員

生涯。」

做人有時要圓滑
去年 5 月與流浪解約，陳耀麟

經歷四個多月沒有固定收入的日子
，與前隊友賴嘉輝合資搞生意，早
前更劃上句號，現實生活沒有磨掉
他的棱角，但就讓他更懂人情世故
，他說： 「做生意所有事都親力親
為，我開始明白球隊的老闆、總監
、秘書不易做。過往我只會想老闆
不明白球員辛苦，但做過生意我就
明白為人老闆不容易。見識過外面
的世界後，我知道做人有時候要圓
滑一點，不是說要 『擦鞋』，但有
時都應該跟老闆食餐飯、談幾句。」

「做人就是要在挫折過後才會
成長，」陳耀麟說： 「有好幾個月
我不斷想着怎樣過活，加上有妻有
女，要顧慮的自然更多，但思想反
而更成熟。經歷過乙組的半年後，
我已不再是 『以前的我』。」

周六NBA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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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中國男乒福地封閉冬訓
【本報記者梁彥深圳三日電】由總教練劉國梁率領的中國國

家男子乒乓球隊於今早抵達深圳，在福地龍崗開始為期35天的
封閉冬訓，50 人中包括國寶級主力張繼科、馬龍、王皓、馬琳
、王勵勤等世界冠軍球員。

對於倫敦奧運會的目標，劉國梁表示不願多談，但為什麼選
擇深圳作為奧運出征前的冬訓地，他表示，深圳龍崗神仙嶺體育
中心是男乒的福地。早在2006年多哈亞運會之前，男乒就曾來
此中心冬訓，那一年在多哈便奪得混雙和男單的金牌，男單更包
攬金、銀牌。同樣在出征北京奧運之前，男乒也是來到此地冬訓
，結果包攬了全部男子項目的金牌，男單更是包攬了冠、亞及季
。儘管這位少帥不願多談，但從冬訓的地點選擇，不難看出男乒
已經劍有所指了。

備戰世錦賽奧運
此次冬訓主要是備戰接下來的重大比賽，特別是5月在德國

多蒙特舉行的第五十一屆世界錦標賽及8月的倫敦奧運。

丁俊暉消極作賽被罰三千
■本報訊：在德

國桌球大師賽首圈出
局的中國球手丁俊暉
，被指於賽事其中一
局消極作賽，因而被

國際桌聯罰款250英鎊（約三千港元）。
至於淘汰丁俊暉而晉級的中國球手于德陸
，在16強行人止步，他以局數2：5不敵
英格蘭的李爾。另一中國球手劉崧首圈
迎戰英格蘭的沙比，結果以局數 0：5
完敗，無緣 16 強。

深圳高球小將觀瀾湖奪魁
■本報記者井欽閣深圳三日電：

2011 觀瀾湖青少年系列賽總決賽今天在
觀瀾湖世界杯球場收桿，廣東的青少年
高爾夫球選手大獲全勝，囊括了總冠軍
及各組別總桿冠軍。來自深圳的選手吳
莎，今天交出 65 桿，以 206 桿反超頭兩
輪領先者肖薏，最終以兩桿優勢奪得總
冠軍。

簡訊

27球員來自9甲組隊 飛南傑佔最多
港足集訓名單出爐

陳耀麟學懂人情世故
本報記者 李恆基

將於明早舉行的渣打馬拉松，將有來自20個國家及地區的特
邀精英跑手出戰全馬，部分跑手昨天出席賽前記者會，大談備戰感
受。參加10公里賽的百歲老人科齊辛格（後排右二）則成為焦點
，過去參加過多次馬拉松的他，視跑步為生命，他極珍惜今次來港
機會，過去多日均有練習，包括跑步上山頂，備戰之餘順道欣賞香
港景色。 本報攝

▲傑志的迪亞斯（左）闖入港菁禁區，遭謝思利達剷截
本報攝

中國聯會杯輕鬆出線

李娜回歸國家隊感覺好

連續十四次入選明星賽

高比平名宿紀錄
一舉兩得

▼劉國梁（左四）在中國體育界被稱為少帥 本報攝

◀李娜全力地回擊
來球 本報攝

▲港菁的曾至孝（左）
與深水埗的方栢倫，
首次入選港足集訓

◀獲摩力克點名力讚的
深水埗小將劉卓軒，在

「摩一期」 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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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聯賽
積分榜稍

為帶開的傑志與天水圍
飛馬，下周合演冠軍前
哨戰前先在本周分別對
下游球隊，傑志昨晚遭
港菁兩度扳平下，最終
靠雅高射入決定性入球
而險勝 3：2，天水圍
今晚則會對榜尾的深水
埗。

拿武斯與甄栢朗的
入球，昨晚助港菁兩度
追平，但雅高在 82 分
鐘頭槌建功而取得個人
昨仗第二個入球，就為
球隊奠定勝局，傑志另外一個入球是來自
迪亞斯，該隊在比賽末段則有劉全昆領紅
被逐。

甘巴爾承認防守差
傑志總教練甘巴爾承認，昨仗防守有

失誤，但他未有因此而改變亞洲足協杯的
外援分配選擇，跟高層開會後將於日內公
布。

至今失分最少的天水圍，今天傍晚 5
時30分在元朗大球場對深水埗，總教練陳
曉明考慮到為下周對傑志作準備，可能讓
新加盟的吳偉超上陣，會長王威信認為，
球隊中路防守人腳調動緊絀的問題已得到
解決，板櫈深度增加後，已具備聯賽爭冠
的條件。另外，聯賽3連敗的晨曦，今午2
時30分在旺角場迎戰南華。兩仗門票各分
收60港元及20元（優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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