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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點兵選三新丁

1
公民的沈國輝（左一）
把握機會射入扳平一球
本報攝

【本報訊】摩力克執教香港足球代表隊後，每次訓練名單都有
未入選過的球員或年輕小將獲青睞，港菁左後衛陳湛羲、流浪前鋒
林學曦與屯門的前 「
奧運腳」周綽豐就成為新一期港足訓練名單的
「
新鮮人」，出戰過省港杯的天水圍「快馬」高梵、麥基則再度入選。
香港足總昨公布備戰 6 月 1 日國際友賽對新加坡的港足 29 人球
員名單，10 支港甲球隊都有球員上榜。此前入選過對中華台北訓
練名單的港足主力陳偉豪、葉鴻輝、陳肇麒、盧均宜、林嘉緯等都
繼續上榜，只有個別球員如吳偉超落選。周綽豐、陳湛羲與林學曦
則是首度入選港足，後兩者與方栢倫、劉卓軒、曾文輝同屬香港
22 歲以下代表隊球員。

▲

高梵麥基獲重召

補時連入兩球 3：3 迫和春武里

公民昨晚首次攻勢便由蘇來強送出漂
亮直線予中村祐人妙射破門，但技勝一籌
的春武里靠沙曼拿、安莫與伊泰的入球而
反超前 3：1，但公民隊長法圖斯受傷倒地
期間，春武里繼續進攻，並由安莫頂入反
超一球就換來主場球迷的不滿。公民的反
擊戰術欠缺有效套路，更多是靠中村祐人
個人發揮，蘇來強被換出後便無人可作致
命傳送，反而用轟炸戰術取得收穫，先是
趙俊傑頭槌頂入加盟後首球，門將謝德謙
在最後一擊助攻雖有撞跌對方門將夏泰之

嫌，但卻造就沈國輝射空門扳平。
趙俊傑賽後表示，扳平令其入球有價
值。沈國輝則說： 「練波時我曾跟趙俊傑
說我倆本季未開齋，結果大家一起入球，
好幸運，同時也證明公民有實力。」

下仗對內政聯成關鍵
同組的新加坡球隊內政聯作客以 4：1
挫緬甸的仰光聯，暫積 4 分排第 3 的公民
下場對 7 分在手、次席的內政聯，是出線
關鍵戰。

重奪籃球高級組銀牌

南華球員喜極而泣

【本報訊】南華在前晚深
夜於修頓室內場館舉行的男子
高級組銀牌決賽以 80：77 擊
敗永倫，隊長譚偉洋及多位球
員在勝利一刻喜極而泣，場面
感人。南華全體成員從康文署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譚鴻江和香
港籃球總會會長李群華手上接
過獎杯後振臂高呼，一吐上屆
屈居亞軍的烏氣。

三分之差擒永倫

▲康文署高級康樂事務經理譚鴻江
（中排左三）與籃總會長李群華（中
排左七），頒獎予男子高級組銀牌冠
軍南華
本報攝

力圖衛冕的永倫在終極決
賽的末節，雖然一度打出一波
7：0 的攻勢而把比分反超，
但及後卻因兩個爭議性的不君
子犯規和場館燈光問題而被打
斷，終以三分之差飲恨。
譚偉洋賽後表示，造犯戰
術是他們賽前就擬定的，故對
永倫最後有 6 位球員因五犯離
場不感意外，他補充說： 「要
特別讚許留棟樑，他（留棟樑
）今仗表現得非常出色，更逐
漸展露出自己籃底的統治能力
。」譚偉洋感謝所有隊友的付
出及球迷的支持，並希望球隊
下一步能重奪聯賽冠軍。

天水圍積極備戰聯賽杯決賽

天水圍昨在青衣東北公園仿真草場積極備戰，總
教練陳曉明在分隊戰術練習中，安排副選隊模擬傑志
踢法特點，並按對手近期表現作針對性準備，主力隊
中堅組合換上鄧景煌拍吳偉超，陳曉明承認正考慮讓
前者踢正選的可行性，他說： 「
鄧景煌比較靈活，應
付地面進攻比盧卡斯、吳偉超更好，這樣針對傑志的
踢法特點安排是合理的。上場比賽（聯賽作客流浪）
有想過讓鄧景煌踢，但他（鄧景煌）受傷後至今未回
復到比賽狀態，會再觀察兩、三天才決定。」
陳曉明表示，球隊本季維持大約每周一場比賽，
至今球員未見疲態，眾將每場比賽均躍躍欲試，爭取
上陣，相反，傑志在亞洲足協杯開始後征戰頻密，球
員心理上有疲態，但他給對手極高評價時說： 「
傑志
本季做到即使人腳有少許變動都不會給球隊大影響，
除了林嘉緯的作用有點無可替代外，其他進攻位置都
有所表現，整體發揮未受影響。」

助球隊贏東岸大戰

加歷治寶刀未老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日消息：塞
爾特人的加歷治雖然早已過了當打之年，但
他在周二的 NBA 常規賽 14 投 11 中攻入 24 分
，表現搶眼，協助客軍以 115：107 擊敗東岸
第 2 的熱火，再度證明球隊依舊具有問鼎總
冠軍的能力。塞爾特人暫居東岸第 4 位。

塞爾特人客勝熱火
下月將年屆 36 歲的加歷治，在 NBA 已
打滾十六個球季，雖然已無復當年之勇，但
他今仗表現卻非常出色，每每在關鍵時刻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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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出，加上隊友朗度交出 18 分和 15 個籃
板的 「雙雙」，以及皮亞斯的 27 分，客軍得
以在這場東岸大戰高奏凱歌。
熱火今仗的投射命中率有近 45%，而且
全隊僅得 7 次失誤，表現並不差，奈何塞爾
特人逾六成的投射命中率，令他們在防守上
疲於奔命，終招敗績。熱火主將華迪說：
「我們的表現其實不錯，但對方的射球實在
太準了。」客軍主帥李華士則說： 「這是一
場很緊湊的比賽，熱火一直給我們施壓，這
亦是我們賽前所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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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

主場

作客

熱火 107：115 塞爾特人

周五早上 7 時

山貓

活塞

騎士

103：90

山貓

周五早上 8 時

公牛

熱火

籃網

88：107

76 人

周五早上 8 時

木狼

快艇

小牛 110：100 帝王

周五早上 8 時 30 分

馬刺

灰熊

公牛

周五早上 10 時 30 分

勇士

小牛

98：86

紐約人

直播
now635 台
now678 台

球員新舊交替接近完成

留棟樑
（左二）
在獲勝後
與隊友喜
極而泣
本報攝

▲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本報訊】補時階段還以 1：3 落
後、觀眾陸續離場，但有 「神奇球隊」
之稱的港甲代表公民沒有放棄，把握僅
餘的四分鐘由後衛趙俊傑與沈國輝建功，在亞洲足協杯 G 組比賽主場以
3：3 迫和泰超球隊春武里，保持爭取出線 16 強的希望。

亞洲足協杯

本報攝

【本報訊】港甲聯賽榜首球隊天水圍飛馬與佔據
次席的傑志於周日爭奪聯賽杯錦標，天水圍在澳洲中
堅杜特停賽下，考慮由鄧景煌與吳偉超搭檔扼守中路
，以華人防線出戰。

公民門將謝德謙（右二）在完場前助攻，造就隊
友沈國輝射入扳平一球
本報攝

■傳真：28345104

公民爭出線未絕望

▲鄧景煌（左）應付地面進攻的能力不俗

▲

■電話：25757181

鄧景煌或擔正鬥傑志

申請特區護照分別已獲批及候批的天水圍飛馬球員高梵與麥基
獲得港足重召。摩帥表示，麥基有速度也能入球，徵召其加入仍是
明智之選。

港草地滾球隊亞錦賽獲佳績
■本報訊：香港草地滾球代表
隊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第九屆
亞洲錦標賽奪得 1 金 5 銅佳績。
亞錦賽由上周五至昨天進行，港
隊在壓軸的女子四人賽總決賽，
以 15：7 擊退實力強勁的東道主，成功取得自 2007 年
以來的首項亞洲賽金牌。港隊取得的 5 銅包括男子雙人
賽、男子三人賽、男子四人賽、女子單人賽及女子雙人
賽。

簡訊

李寧將參與奧運聖火傳遞
■據新華社倫敦十日消息：據報道，希臘奧委會日
前公布了倫敦奧運會聖火在希臘傳遞的火炬手名單，中
國體操前名將李寧將參與其中。奧運的聖火取火儀式將
於下月 10 日在希臘舉行，聖火將於當日至 17 日在希臘
傳遞，18 日抵達英國，為期 70 天的傳遞活動將隨之展
開。奧運將於英國時間 7 月 27 日開幕。

張怡寧在港誕逾六磅女嬰

【本報記者蔣煌基福州
十 一 日 電 】 2012 全 國 男
子舉重錦標賽暨倫敦奧
運會選拔賽，今天決
出 69 公 斤 、 77 公 斤
級 A 組冠軍。林清峰
以總成績 345 公斤獲
得 69 公斤級冠軍，陸
浩傑以 375 公斤的總成
績於 77 公斤級折桂。
在下午舉行的 69 公斤級
比賽中，林清峰以抓舉 157 公斤、
挺舉 188 公斤的總成績 345 公斤位
列第 1，廣西的喬寧波以抓舉 156
公斤、挺舉 183 公斤的總成績 339
公斤位居第 2。
至於 77 公斤級比賽，兩屆世錦
賽總成績冠軍呂小軍與江蘇的陸浩
傑競爭激烈，最終陸浩傑以抓舉
175 公斤、挺舉 200 公斤的總成績
375 公斤奪冠，呂小軍則以總成績
373 公斤屈居亞軍。

尚餘 4 個級別賽事
本次比賽共有 8 個級別，剩下
明天舉行的 85 公斤、94 公斤，以及
後天的 105 公斤及 105 公斤以上級。

福建選手林清峰在抓舉項目的
英姿
蔣煌基攝

▲

■本報訊：據報道，前乒乓球 「
一姐」、中國的張
怡寧在本月初於香港誕下一名逾六磅的女嬰，榮升為母
親。張怡寧於 2009 年 10 月與港商徐威結婚後退役，之
後遠赴美國留學。

林清峰呂小軍舉重賽稱王 港壁踏入新紀元

▲壁總主席梅應源（前排左二）、康文署高級康樂事務經理黃文健
（前排左一）等嘉賓，與港隊總教練蔡玉坤（後排右一）和參賽港
將合照
本報攝
【本報訊】香港壁球隊總教練蔡
玉坤認為，球員的新舊交替已幾近完
成，將會踏入新紀元。隨着前港隊
成員趙詠賢的退役，後起之秀歐詠
芝、陳浩鈴、李浩賢等都逐漸能獨
當一面，有望為香港寫下更輝煌的
一頁。
2012 年度澎馬表壁球挑戰杯將
於下周四起一連四天在香港壁球中心
展開，賽會昨天舉行記者會，除香港
壁總主席梅應源、康文署高級康樂事
務經理黃文健等嘉賓外，蔡玉坤亦帶

同一眾弟子出席。蔡玉坤說： 「
這個
比賽是為下月的亞錦賽團體賽做準備
，上屆趙詠賢仍未退役，所以這次港
隊將會以全新的組合出戰，希望男女
子的賽事均能殺入前三甲。」

陳浩鈴盼躋身世界前十
陳浩鈴在接受訪問時說： 「
去年
歐詠芝的表現突出，令我深受鼓舞，
自己今年的目標是繼她（歐詠芝）之
後，成為第二位殺入世界前十名的港
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