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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二
十六日消息：紐約人在缺少兩員
大將林書豪、A史杜達米亞的情
況下，於周一的 NBA 常規賽主
場迎戰公鹿，結果紐約人憑出色
的防守，以 89：80 於這場爭奪
東岸第8名的關鍵戰笑到最後。

鑒於東岸第 10 位及之後球隊的戰績與
前列相差太多，東岸最後一個季後賽資格乃
目前第8位的紐約人和第9位的公鹿兩雄之
爭。雙方今季曾兩度交手，公鹿兩戰全勝佔
優，紐約人今仗若再敗就會跌至第9位，徹

底喪失主動權。然而，在這不容有失的一役
中，主隊的更衣室再傳噩耗，內線霸王A史
杜達米亞因背傷而要無限期傷停，新星林書
豪因左膝有痛感而被列入每日觀察名單。雖
然情況險峻，但缺少兩員主力的紐約人仍憑
安東尼和贊特拿耀眼的演出而贏得比賽。

今仗 12 罰全中的安東尼，個人獨得 28
分和 12 個籃板，是球隊的贏波功臣；中鋒
贊特拿取得5個進攻籃板，展示其驚人的內
線控制力。贊特拿賽後說： 「安東尼今季雖
然因命中率不高而備受困擾，但我認為他依
然是陣中不可取替的主力。」

紐約人關鍵戰贏公鹿

【本報訊】香港足球代表隊主教練摩力克已安排港足在4
月進行兩課訓練，期望在6月初能踢兩場A級國際賽，包括暫
定 6 月 16 日舉行的港澳埠際賽。摩帥表示，新一期訓練名單
將以上月底對中華台北的名單為基礎，只有2、3個人腳變動
。同樣由其執教的香港 22 歲以下代表隊（U22 港足）昨完成
首階段備戰，5月再度集結。

摩力克昨晨在 U22 港足首階段備戰完結後表示， 「大港
腳」4月會有兩次訓練，以免球員對港足戰術變得陌生，同時
會招入個別在U22港足訓練突出的球員入隊。摩帥希望在6月
初能安排 「大港腳」踢兩場A級國際賽，其中一場會是港澳埠
際賽，賽期有待最後落實。

U22港足5月再集訓
U22港足完成U22亞洲杯外圍賽首階段備戰後，摩帥會跟

教練團商討裁軍，5月開始下個階段的備戰，他表示接下來要
建立球員的爭勝心： 「球員們都有不俗技術，願意學習、狀態
好，但要有所成就，他們就要具備堅毅的特質。技術、體能、
戰術意識的訓練只是初階，下一階段就是教導他們如何競爭以
及建立爭勝心。我有一班好的球員，但這並不足夠，他們需要
有無窮的爭勝欲望，成為一個鬥士，這是我下一步要做的。」

摩帥表示會透過加強訓練密度、強度，踢練習賽等方式建
立具競爭性的環境，但能否成功就需要球員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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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兩個月不停的征戰
，年輕力壯的林書豪終於 「放
了一天病假」。這名華裔新星
自成名以來就一直拋不開失誤
次數太多的指控，昨天他和隊
友 A 史杜達米亞雙雙倦勤，雖
然紐約人依然力克強敵公鹿穩
守季後賽席位，但全場高達 23
次的失誤，足以說明此前的失
誤並非林書豪一人之過。其實
，林書豪的實力在NBA控衛中
已屬優秀，在紐約人陣中更是
當仁不讓的頭號控衛。

失誤數字絕非我們衡量球
員實力的唯一準則，雖然林書
豪在與籃網的成名一役起，於
連續 8 場比賽中出現 52 次失誤
，創下NBA史上的最高紀錄，
但紐約人的總失誤數字反而減
少了1.4次。目前林書豪本季的
場均失誤數字為3.6次，與名將
拿殊的 3.6 次、勒邦占士的 3.5
次、韋斯博克的3.8次相若，這
些球員在己隊都是獨當一面的
超級球星，可見失誤數字無法
完全顯示球員在陣中的重要性
。當然，倘若林書豪可以減少
失誤數字將會更趨完美，但我
們不應因高失誤而忽視他身上
的其他亮點，單單隻身率領紐
約人以殘陣取得 7 連勝的氣魄
，已讓大部分NBA球員無法望
其項背。

紐約人今季大灑金錢買入
老將巴朗戴維斯，本意是要填
補控衛實力不足的問題。奈何
巴朗戴維斯卻因一直傷停，直
到林書豪橫空出世，後者完美

地填補了紐約人控衛的軟肋。林書豪無論
在突破、投球、防守和組織能力都比巴朗
戴維斯優勝，他更曾帶領球隊取得 7 連勝
，這都是巴朗戴維斯所不能企及的。

昨天林書豪的倦勤，除了因他本身的
傷勢，亦有球隊希望讓他休養生息以備
戰季後賽之由。如果紐約人順利殺入季
後賽，將會是林書豪首度於季後賽亮
相。只要保持健康，林書豪或能在
季後賽再度上演 「神話」，完成
一個個 「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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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擬踢兩場國際賽 福建男籃擊敗飛鷹
■本報訊：由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資助，香港籃
球總會主辦之 2012 年度
香港銀牌籃球賽，昨晚在
修頓室內場館進行男子高
級組賽事，負方復活組的

福建和飛鷹在法定時間內戰平 80：80，比賽
需以加時分勝負，最終福建以 93：84 擊敗飛
鷹，只要在下周二的最後一場負方賽事勝出，
就取得決賽席位。

楊景輝擔任愛心使者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七日電：以

「快樂朝陽，健康成長」主題的關愛農民工子
女志願服務活動，日前在廣州舉行。奧運會跳
水冠軍楊景輝受邀參加了本次活動，並擔任活
動的愛心使者。

25 名來自廣州不同高校的大學生志願者
與 50 名來自於瀛洲小學和五鳳小學的農民工
子女學生結對，參觀了大元帥府等景點。

港男乒三連勝
【本報訊】在德國

多蒙特舉行的世界乒乓
球團體錦標賽，跌入
「死亡之組」A組的香

港男子隊，今日挑戰中
國男乒前，先以場數

3：0 擒下昔日冠軍瑞典與實力不俗的希臘，在
「死亡之組」的A組連勝3場，氣勢正佳。（有線
62台周三下午4時、晚上10時直播第3天比賽）

同組的中國男乒如同不可逾越的高牆，令實力
接近的港男乒、朝鮮、瑞典與希臘要爭奪小組第2
、3名出線淘汰賽，在對瑞典之戰，唐鵬、江天一
與梁柱恩都與對手拚至決勝局，3人同樣以兩分之
差險勝，造就港男乒一場驚心動魄的 3：0 勝仗。

到昨晚對希臘換上李靜出戰，港男乒再贏 3：0，
以全勝兼未輸1場的姿態今日挑戰中國。

帖雅娜在今屆世乒賽至今6戰全勝，助港女乒
首戰、次戰 3：2 僅贏捷克、奧地利，但昨午就無
法力挽狂瀾，結果港女乒2：3負俄羅斯，姜華珺3
場賽事 「打頭陣」均告輸波，港女乒分組戰績暫為
2勝1負，首名出線機會不樂觀。

國乒男隊三捷
中國乒乓球隊就在前兩輪小組賽後創下近8年

最好的開局，中國男乒在小組賽第 2、3 戰同樣以
場數3：0擊敗朝鮮與瑞典，3戰全勝。中國女乒在
丁寧、李曉霞、郭焱各自贏局數3：0下，場數3：0
贏烏克蘭從而連勝兩仗。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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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乒
選手王皓在
比賽中

新華社

【本報訊】香港武術聯會昨晚舉行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暨春節聯歡晚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中
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李冰等均應邀擔任嘉賓。

雖然目前武術仍不屬於奧運項目，但劉濤透露，武術已在 2020
年奧運會八個候選新項目之中，他說： 「如果我在那時候依然任教，
當然希望能有隊員取得奧運獎牌。」劉濤表示，自己的合約是兩年的
，希望最少能續約 3 次到 2020 年，曾任四川省隊教練的他認為港隊
的水平較省隊高。

經過3個月，劉濤已逐漸熟悉港隊隊員，他將會針對每位隊員作
出適當的訓練計劃，期待在今年8月的亞洲錦標賽取得4到6面獎牌。

港武聯執委就職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前排中）、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前
排右一）、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李冰（前排左一）及港武聯會
長霍震寰（前排右二）等合照 本報攝

劉翔以一身粉色的 「鄰家大男孩」休閒裝亮相
，他表示： 「今天剛剛進行了今年的第一次室外訓
練，今年參賽的日程除了上海站，還有川崎、歐美
的一些比賽。」對於鑽石聯賽上海站，劉翔自信地
說： 「來者都是客，來者也不善，他們很有實力，
我也有自己的長處，關鍵還是和自己去比，對手就
是自己，我不會去考慮勝算。奧運會之前會去倫敦

做場地適應性訓練，戰勝自己就是勝利」。
展望倫敦奧運會，孫海平表示： 「奧運成績難

預測，古巴羅伯斯依舊不可小覷，新人勢頭也很猛
。按照現在的形勢預測，12秒90才是比較保險的奪
冠成績。劉翔目前訓練狀態不錯，但是老傷那裡練
多了還是會痛。」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十七日電】2012三星鑽石聯賽──上海站，今日在上海明
天廣場舉行啟動儀式，劉翔和師傅孫海平共同亮相現場。本屆賽事將於5月19日在上
海體育場舉行，首批7位參賽選手包括男子110米跨欄中國飛人劉翔、美國名將奧利華
，及世界排名第一、2011年大邱世界田徑錦標賽冠軍美國選手李察遜。此外，男子
100米短跑運動員、前世界紀錄保持者牙買加的鮑維都將在上海亮相。

▼劉翔（左五）出席
鑽石聯賽─上海站
新聞發布會 楊楠攝參加滬鑽石聯賽參加滬鑽石聯賽

▲楊景輝（後）為農民工子女繫上 「朝陽
快樂營」 的圍巾 本報攝

劉翔劉翔

【本報訊】港甲各支球隊代表昨午在甲組會議
上通過下季削援，註冊外援人數減至6人，出場人
數配合亞洲賽事規則改為 「3加1」（4人中有1人
是亞洲外援），今季甲、乙組升降制度維持季初所
定的 「升2降2」。

今季港甲賽事採取外援註冊上限7人，出場上
限 「4 加 1」的規則，甲組會昨通過下季削援，交
由董事局下次會議表決。各甲組會贊成削援的建議
，南華足主羅傑承表示，削援可提供更多上陣機會
予本地球員，流浪總監李輝立則說球隊以培育年輕
球員為宗旨，因此贊成減少外援名額，目前有7名
外援的傑志，總監伍健表示只有丹尼、盧比度、佐

迪與列文合約到下季尾完結，新球季外援人選仍有
考慮空間，他說這次削援對香港足運發展有好處。

雖然足總行政總裁麥國棟建議下季港甲增至
12隊，但各甲組會一致決定維持季初 「升2降2」
的決定，目前，乙組前2名球隊南區與金峰科技升
班興趣濃厚，後者更已開始為來季部署，這也意味
着護級只餘數字上希望的深水埗與港菁，來季難留
甲組。

要求降低轉播 「月費」
此外，天水圍飛馬與傑志就聯賽杯決賽改於旺

角場舉行達成共識，南華也同意足總杯8強對傑志

改於4月29日上演。
另外，香港足總今季與 now 寬頻電視合作推

出的港甲足球頻道，下個球季前景未明朗，多支甲
組會代表都要求降低 「月費」才考慮繼續支持，足
總行政總裁麥國棟將會與now寬頻電視斡旋。

目前，港甲球會要承擔每年480萬港元的頻道
製作費，參與的球會每月 「夾錢」4萬港元，由於
球會所簽的協議期限僅1年，昨午甲組會議其中一
個議題就是檢討頻道的效益。有與會代表提出：港
甲休季期間甚少直播球賽，now寬頻電視又未有為
港甲頻道找到贊助，球隊仍要每月付4萬港元並不
合理，要求 now 寬頻電視減收製作費用，將來更
要做到不用球隊 「夾錢」、甚至有轉播費收入分享
，才會繼續支持，多支甲組隊也抱持相同態度。

甲組會議召集人羅傑承會後也表示，各隊認同
港甲頻道有成效，但也要考慮經濟效益，在球會立
場當然希望所付費用能降到最低，因此會由麥國棟
代表足總與甲組隊與now寬頻電視商討。

甲組會通過下季削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