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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作客越南踢亞洲足協
杯第四場分組賽的港甲足球隊傑志回
港後，昨晨復操，在越南比賽增添的
傷兵只有佐迪未能練習，林嘉緯、劉
全昆與丹尼都練到尾，總教練甘巴爾
表示，明午聯賽杯決賽對天水圍飛馬
會調整陣容。

甘巴爾在球隊昨午於石硤尾仿真
草場訓練後表示，賽程頻密下，明仗
前只有兩天訓練，備戰有困難，考慮
到球隊有傷兵及球員休息的需要，明
仗肯定會調整陣容，但到昨午為止，
沒有傷兵肯定在明午缺陣。

甘巴爾重申，球隊首要目標是亞

協杯出線 16 強，其次是聯賽爭標，
最後才是聯賽杯爭冠。

聯賽杯錦標重要性最低
昨晨到場督師的總領隊伍健前天

與甘巴爾開會討論球隊目標，他表示
，勉強派所有傷兵上陣並無不可，但
如加深球員傷勢而影響到聯賽及亞協
杯前景便更大問題，他說： 「如果牽
一髮而動全身，過分勉強而出現壞
的骨牌效應，反而更不理想。用合
理人腳盡力一拚已經非常足夠，球
隊不會無謂地付太高的代價去作一場
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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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
電美國十二日消息：公
牛在周四的 NBA 常規
賽主場迎戰熱火，雖然
主力表現失準，但憑一
眾後備球員出色發揮，
主隊苦戰至加時後終以
96：86 擊退強敵，以

45 勝 14 負的戰績拋離東岸第 2 的
熱火四場，站穩榜首之位。

超水準發揮擒熱火
上季常規賽最有價值球員羅斯

今仗上陣 25 分 28 秒，但全場未有
作出任何突破，更遑論搏得罰球機
會。羅斯全場起手 13 次，僅在第
三節命中一球，全場的效率值更達
驚人的-27。咸美頓今仗同樣表現
失準，在出場的24分鐘內只出手6
次取得7分，猶如隱形。幸好後備
入替的 CJ 屈臣、高華及 T 吉遜有
超水準發揮，CJ 屈臣憑完場前的
三分球追平 84：84，令比賽進入
加時，最終公牛在加時憑出色的
防守完全箝制熱火的發揮，並以
96：86 在這場東岸榜首的關鍵一
役笑到最後。

熱火的華迪說： 「CJ 屈臣完
場前射入那個高難度的三分球，對
我們的打擊是致命。」

女籃聯賽今晚重燃戰火
■本報訊：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香港籃球總

會主辦之 2012 年度香港籃球聯賽女子甲組賽事，今天
在石硤尾公園體育館重燃戰火，頭場晚上 6 時 10 分鳴
笛，由偉邦對南華，壓軸戰 7 時 40 分角逐，由安邦出
戰安青，不收門券，歡迎球迷入場參觀。

張娟娟領銜全國射箭賽
■據新華社福州十三日消息：據福建省莆田市體育局介紹，本月20日

至24日，2012年全國射箭冠軍賽將在莆田市體育公園射箭場舉行。北京奧
運會射箭女子個人賽冠軍張娟娟等國內好手將參賽。本次比賽共設男子反曲
弓、女子反曲弓及反曲弓混合團體3個大項、15個小項，將決出15塊金牌
。全國30個省、市、區、解放軍代表隊共二百多名運動員將參賽。

中國女籃下月友賽美國
■據新華社華盛頓十二日消息：美國籃球協會今天宣布，備戰倫敦奧運

會的美國女籃將於下月12日在西雅圖與中國女籃進行一場熱身賽。在這次
為期3天的訓練營中，美國女籃還將與日本進行一場比賽。倫敦奧運將於今
年7月27日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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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本季 NBA 常規賽已進入最後階
段，各支球隊都經歷不同程度的傷病問題
，轉型、嘗試新組合或是所有教練腦海中
出現次數最多的字眼，當中有如公牛般成
功的例子，也有像紐約人一樣為季後賽席
位苦苦掙扎的球隊。無論變陣成功與否，
最後能躋身季後賽的列強都需要作出一個
艱難的抉擇：究竟要擺出包括剛傷愈、狀
態未達巔峰的球星作為首發，還是應該以
缺少球星的成功新組合為主？

公牛無疑是本季變陣最成功的隊伍，
陣中主力羅斯本季的倦勤次數達到 23 場
，另外兩位主力鄧格和季初加盟的咸美頓
就分別缺席 9 場和 38 場，但經常在只得
四位正選球員、甚至三位的情況下成為本
季得勝率最高的球隊，新組合的配搭不可
說不成功。然而，隨着羅斯和咸美頓的回
歸，公牛卻迎來甜蜜的煩惱，究竟要讓新
組合打更多的時間還是讓球星出戰？從剛
戰與熱火一役，各隊的主帥或者會得到一
些啓發。

羅斯和咸美頓昨仗低迷的表現一度讓
球隊陷入絕境，幸好公牛主帥泰保杜及時
換入 CJ 屈臣等後備，才收得奇效反勝熱
火，這正反映剛復出的球員不一定就是最
好的出場人選。

相對公牛仍有十餘天時間讓復出的球
員重拾狀態，紐約人就顯得較為不幸，雖
然他們在周四擊敗季後賽席位最有力競爭
者公鹿，令東岸第8的紐約人進軍季後賽
的機會大增，但有望在下周復出的A史杜
達米亞和或會在下月中復出的林書豪卻不
會有太多時間備戰，加上紐約人本季以殘
陣應戰時要比球隊健康時的戰績更為彪炳
，相信兩個陣容的抉擇將會讓主帥活遜非
常頭痛。

主帥一念之間定勝負
公牛和紐約人只是芸芸 NBA 球

隊中的兩個例子，同樣身陷傷停問
題的球隊還有很多，列強在殘酷的
季後賽不會有試陣的時間，球
隊的勝負往往就在主帥對陣
容抉擇的一念之間。

一得之見

受到天氣影響，今天的賽道低溫潮濕，並伴有零星小
雨。咸美頓使用乾胎以1分37秒106的成績領跑了首場練
習賽，其狀態似乎並未受早前被罰後退五個車位的影響。
午後，隨着賽道路況的改善，眾車手紛紛調整狀態，先後
換上軟胎。43 歲的舒密加很快發揮了實力，在比賽中段
一舉創下1分35秒973的驚艷成績，令在場的粉絲激動不
已。蓮花車隊的雷干倫今天表現平平，上午的首場練習賽
遭遇機械故障而慘淡墊底，下午第二場練習賽跑了一小時
左右，成績依然未進前十，僅滯留在第13位。

大讚戰車新尾翼設計
寶刀未老的舒密加對其賽車創新的尾翼設計大加讚賞

，但他同時十分謹慎地對媒體說到： 「這是星期五，不是
星期日下午」。看他這般嚴謹的態度，不知這位甚少在中
國站交好運的車王，今年是否會 「小心駛得萬年船」地笑
到最後。

中國大獎賽進入自由練習賽階段，記者參觀了
位於法拉利車隊維修站中的賽道實驗室。這是所有
參賽車隊中唯一一間駐紮比賽現場的實驗室，它負
責對法拉力賽車燃油及潤滑油樣本進行及時的數據
分析，為賽車保持良好車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可

說是法拉利團隊獨一無二的強大後盾。

賽道實驗室提升賽車戰力
在賽車於跑道上呼嘯而過的瞬間，各車隊的技術人員也在維修站中

進行着較量。法拉利的維修站中，有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紅色工作間，
這便是其他車隊所不具備的賽道實驗室。這間實驗室是與法拉利有着幾
十年合作的殼牌為其量身定做。每次法拉利的比賽中，殼牌都會利用其
最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為法拉利提供對於燃油和潤滑油樣本的全
面分析。殼牌工程師們會為每一輛返回車間的法拉利提取樣本，並送到
位於F1圍場中法拉利車間內的殼牌賽道實驗室進行分析。在賽道實驗
室中，技術高超的殼牌科技人員平均每個周末都進行七十多個實驗。這
些實驗針對在賽車中用到的所有殼牌賽車產品，其目的就是確保車手在
每一次的比賽中都達到巔峰狀態。

據殼牌駐法拉利技術專家Cara Tredget介紹，在今年的20站比賽
中，每站都會有3名專業技術員進駐賽道實驗室，他們要做的就是對賽
車燃油（V-Power）和潤滑油（喜力）進行樣本的數據分析和數據收集
這兩項極為重要的工作。

期待法拉利車隊這個獨一無二的賽道實驗室能夠成為其強大秘密武
器，使車隊在比賽中獲得更為出色的成績。 【上海十三日電】

1分35秒973練習賽最快

▲楊哲勇奪105公斤級冠軍
蔣煌基攝

傑志調整陣容鬥天水圍

公牛後備拯救球隊

▲公牛球員CJ屈臣（左）與隊友鄧格興奮地慶祝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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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後盾獨一無二
本報實習記者 夏 微

特稿

▼賽道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責任相當
重大 夏微攝

【本報實習記者夏微上海十三日電】世界一級方程式
（F1）中國大獎賽（中國站）參賽選手今天在上海奧迪國
際賽車場進行了兩場練習賽，最終以七屆總冠軍、現效力
奔馳的舒密加造出的1分35秒973最快圈速成績收尾，
麥拿侖車手咸美頓和紅牛車隊的維特爾分列第2、第3。
上一站冠軍、法拉利車手阿朗素僅排在第10位。

舒密加老而彌堅舒密加老而彌堅

▲舒密加（中）在中國擁有甚多粉絲 美聯社

▲舒密加造出最快圈速，七屆總冠軍的雄風猶在 法新社

【本報記者蔣煌基福州十三日
電】2012 全國男子舉重錦標賽暨
倫敦奧運會選拔賽，今天在福州進
行最後兩個級別比賽。山東楊哲以
總成績 400 公斤獲得 105 公斤級 A
組冠軍，艾雨南以總成績425公斤
獲得105公斤以上級A組冠軍。

下午舉行的105公斤級比賽中
，楊哲抓舉開把拿下180公斤，並
保持到該項目結束。上海的江雲龍
雖然在開把拿下176公斤，但在隨
後兩把衝擊181公斤均告失敗，僅
獲抓舉亞軍。挺舉項目的角逐亦幾
乎圍繞在楊哲和江雲龍之間展開，
後者開把207公斤似乎沒有給楊哲
造成壓力，雖然他的槓鈴第二把加
到213公斤並順利舉起，但最後一
把218公斤的衝擊沒有成功。反觀
楊哲，在第一把輕鬆舉起208公斤
後，陸續順利拿下了 213 公斤和
220 公斤，最終鎖定了總成績 400
公斤。江雲龍則以389公斤屈居亞
軍。

艾雨南贏105公斤以上級
晚間舉行的105公斤以上級比

賽，艾雨南以抓舉195公斤、挺舉
230公斤的總成績425公斤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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