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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達拿喜獲今年首冠
■據新華社

海牙十九日消息
： 「瑞士球王」
費達拿在今天進
行的鹿特丹網球

公開賽決賽，以6：1、6：4輕取阿根
廷名將迪波圖，捧起了個人2012年首
座冠軍獎杯。斬獲了個人職業生涯第
七十一冠，費達拿也捍衛了其 「室內
賽之王」的榮譽。

女子高球賽陣容確定
■本報記者井欽閣深圳二十日電

：108 名參加首屆世界女子高爾夫球
錦標賽的選手陣容今天確定，當中包
括 100 位職業球手和 8 名業餘球手，
世界排名第13位的中國球手馮珊珊等
將悉數出戰。比賽將於下月 2 日至 4
日在觀瀾湖．海口國際高爾夫度假區
三號球場舉行。

艾莎蓮卡卡塔爾折桂
■據新華社多哈十九日消息：新

冕澳網女王、世界女單第 1 的白俄羅
斯姑娘艾莎蓮卡，今天在卡塔爾公開
賽女單決賽，以6：1、6：2直落兩盤
輕取美網冠軍、澳洲的史杜舒，實現
了兩個月內連拿三座女單冠軍的高效
壯舉。

爭取衛冕冠軍小牛今仗可說有備而來，他們
以雙人包夾來瓦解林書豪的拆擋戰術，令後者在
上半場的控球時間減少，但新加盟紐約人的 JR
史密夫在上半場便轟入3個三分球，令主隊得以
緊咬比分。賽至末節，當時以 80：78 領先的紐
約人突然打出一段12：1的攻勢，當中包括路華
克的3個三分球，最終紐約人保持優勢至完場。

與偶像對壘感興奮
一直視小牛控衛傑特為偶像的林書豪，今仗

有幸與偶像同場競技，林書豪興奮地說： 「傑特
今天給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議，並告訴我要一直這
樣好好的打球，我很感激他。」傑特則對林書豪
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說： 「對於外界對林書豪的
讚揚，他（林書豪）絕對是當之無愧。」

此外，木狼的勒夫和騎士的K艾榮均在完場
前不足一秒的時候憑兩罰皆中，協助球隊反勝對
手，木狼以92：91擊敗76人，騎士則以93：92
擊敗帝王。雷霆的杜蘭特就創出本季的單場得分
新高，他全場28投19中合共攻入51分，加上韋
斯博克的40分，雷霆最終在加時以124：118擊
敗金塊。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九日消息：有線
電視體育專業頻道（ESPN）已讓一名員工 「執
包袱」。ESPN在日前報道林書豪的新聞時，用
了冒犯性標題，該名員工得為此負上責任。

林書豪在 17 日率隊對戰黃蜂一仗出現 9 次
失誤，紐約人結果以四分之差見負而未能豪取8
連勝，ESPN手機網站報道該則新聞時，使用了
「Chink in the Armor」作標題。

「Chink in the Armor」是英文片語，它的
原意是 「盔甲上的縫隙」，也就是最脆弱的部位

，對手常會拿這裡當做攻擊的目標。其中的
chink 是指縫隙，但如果用來指華人，就是個帶
有侮辱意思的字眼。

主播被停職
ESPN在聲明中為使用該標題道歉，並說知

道該頻道其他新聞管道尚有另兩處 「冒犯性且不
當」的評論。

ESPN 新聞頻道 ESPNEWS 一名主播也使用
該片語，這位主播已被停職30天。

【本報訊】綜合外電二十日消
息：來自同一所大學，Facebook
（面書）創辦人朱克伯格加入席
捲美國全國的 「林瘋狂」陣營之
中，他現場觀看了紐約人對小牛的
比賽，更為紐約人歡呼打氣。

為紐約人熱烈歡呼
朱克伯格坐在紐約人後備席

的正後方觀看比賽，當紐約人
打敗小牛後，他為紐約人熱烈
歡呼。

林書豪和朱克伯格除了同
在哈佛上學之外（朱克伯格沒有
完成學業而選擇去開創自己現在
價值數百億美元的社交網站），
他們都將同一個加州小鎮稱為
「家」。

林書豪在加州伯金山灣區的
帕洛阿爾托小鎮長大，在西岸上
高中，大學才換到東岸。林書豪
離開的時間遠早於朱克伯格
到加州發展的時間，後者
於 2004 年輟學往矽谷創
業，最近剛把家安在帕
洛阿爾托。

【本報訊】綜合外電英國二十日消息
：中國桌球 「神童」丁俊暉昨為本屆威爾
士公開賽畫上完美句號，他在決賽以局數
9：6 力擒世界第 1、英格蘭的沙比，捧起
個人職業生涯第五冠，並結束長達26個月
的排名賽 「錦標荒」。丁俊暉賽後高興地
透露自己已 「無後顧之憂」，他首度公開
女友名字 Apple 之外，並感謝女友對他的
照顧，又表示自己日前已在英國置業。

雖然沙比贏的六局比賽均是一桿致勝

，當中還包括本次比賽最高的單桿 145 分
，但丁俊暉還是憑出色的白球走位而取得
最終的勝利。丁俊暉說： 「這是一場艱難
的比賽。」

感謝Apple照顧
對於女友，他說： 「Apple 給了我不

少幫助，因為她照顧我，給我做飯，敦
促我每天練習，現在（生活）比以前好多
了。」

【本報訊】繼女子爭先賽摘銅後，香港單車隊 「場地短途專家
」李慧詩在香港時間昨天凌晨舉行的場地世界杯倫敦站女子凱林賽
決賽，力壓澳洲的世界冠軍美亞斯、中國名將郭爽及東道主的前世
錦賽 「3金后」彭妮頓，僅負立陶宛車手卻比姬頓而獲銀牌。李慧
詩連取兩個奧運項目的獎牌後，港隊在女子場地項目的奧運會席位
有望 「起孖」。

場地世界杯倫敦站是各地車手在倫敦奧運前唯一在奧運場地比
賽和試場的機會，各項目有力挑戰金牌的頂尖車手悉數赴會。李慧
詩在凱林賽預賽小組首名過關後，在半準決賽小組包尾，藉復活賽
小組首名而驚險躋身準決賽，之後踩贏法國的兩屆世界冠軍山齊絲
與其隊友嘉麗雅，以及四屆荷蘭全國冠軍卡尼絲，以小組第三躋身
決賽。

決賽留守中後位置的李慧詩在最後一圈於近內彎找到有利位置
加速，雖然未能追上卻比姬頓，但已足夠取得銀牌，這是香港在該
項目取得歷來的最佳成績，日前贏下女子爭先賽的郭爽就獲銅牌。
李慧詩賽後更向東道主的男子團體爭先、凱林及爭先賽 「三料冠軍
」荷爾請教心得。

奪奧運場地項目席位樂觀
李慧詩在亞錦賽與場地世界杯倫敦站的凱林賽及爭先賽共奪1

金1銀2銅，香港在女子凱林賽的奧運積分排名反超馬來西亞，並
領先近一百分，女子爭先賽奧運積分排名也穩守頭十位，取得兩張
奧運入場券機會樂觀。

 林書豪為紐約人
九度披甲上陣錄得
8 勝 1 負，戰績相
當彪炳，究竟這
位被小看了一

年多的 「林瘋狂」有什麼成功之
道？從ESPN最新公布的數據中
，我們或許可以把林書豪橫空
出世所依仗的秘密武器參透一
二。

數據顯示，林書豪的運球
加速度與以速度見稱的巫師球員 J
禾爾絕對不相上下， 「林瘋狂」只需要不足一
秒的時間便可從靜止加速到每小時16公里。此
外，林書豪擅長在拆擋戰術中變向擺脫防守球
員，當中轉身擺脫是常用的技術之一。林書豪
的轉速可高達每秒875度，僅比全NBA轉速最
高、每秒900度的公牛主將羅斯略慢些小。

出手速度快過韋亞倫
林書豪準繩的外投亦是他攻擊的一大利器

，但他的出手速度卻是0.6秒，比聯盟的塞爾特
人球星、 「三分王」韋亞倫的 0.73 秒還快。憑
藉這些攻擊利器，林書豪已成為隊中近九仗的
得分王。

不當評林書豪 ESPN炒員工

發光全憑秘密武器發光全憑秘密武器
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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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之見

2010年刷新亞洲紀錄奪得亞運會女子
500 米計時賽金牌的李慧詩，昨於世界頂
尖高手雲集的場地世界杯倫敦站取得女子
凱林賽銀牌，這面銀牌因為奧運項目、奧
運年及奧運測試賽三大因素，令重要性及
意義較亞運金牌還要高，李慧詩也藉這次
佳績而向世界諸強發出一個信息：香港車
手在倫敦奧運會場地賽絕非陪跑。

場地世界杯的比賽水平比起世界錦標
賽稍遜，但倫敦站是奧運前讓各地車手試
場及作賽以收集數據和適應環境的難得機
會，所以奧運金牌的有力挑戰者基本上都
來到這站世界杯，令賽事水平直逼世錦賽
，比起2010年北京世界杯缺少世界冠軍級
車手美亞斯、彭妮頓及卻比姬頓之下獲得
銅牌，這次在奧運測試賽獲亞軍的難度高
上不知多少倍，當然，這在功利主義當道
，只看重亞運、奧運成績的香港，一面世
界杯銀牌的回響遠比在單車界帶來的衝擊
來得要小。

奧運積分賽只餘分數最多的世界錦標
賽，李慧詩只要保持穩定發揮，繼續壓着
馬來西亞、韓國車手，那麼，香港在女子
凱林賽及爭先賽的奧運席位就可到手，這
將是香港在場地單車史上的重大突破，更
重要是，世界諸強已意識到香港在女子場
地項目並非陪跑，而是有能力爭取成績。

成對手加強研究對象
李慧詩在倫敦世界杯 「亮劍」，對手

們肯定會加強研究其戰術和比賽特點。李
慧詩賽後向英國的北京奧運男子場地賽
「3金王」荷爾請教比賽心得，後者其後

向傳媒表示： 「我不能說太多，因為她
（李慧詩）是彭妮頓的對手。」由此
可見，李慧詩已引來對手們的重
視，倫敦奧運難以在敵人未提
防下突圍，爆冷奪牌不易，
必須要靠硬實力。

李慧詩世杯凱林賽獲銀
▲李慧詩（左）是港單車隊爭奪奧運獎牌的希望

結束排名賽 錦標荒 

丁俊暉揭愛侶面紗

▲艾莎蓮卡再摘一冠，氣勢旺盛
路透社

領軍挫上季盟主領軍挫上季盟主

▲林書豪（左二）已成隊中的重心球員
路透社

▲林書豪（中）對能在比賽中與偶像傑特（右）交手，感到
興奮 法新社

▲林書豪打出名堂，自信心越來越強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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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九日
消息：林書豪的 「瘋狂」 神話還在延
續。林書豪在周日的NBA常規賽為
紐約人貢獻28分和職業生涯新高的
14次助攻，協助主隊以104：97擊
敗上季總冠軍小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