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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華社莫斯科十六日消息：在
距離倫敦奧運會開幕還有約100天之際，倫敦
奧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 16 日在莫斯科出
席第二屆世界奧林匹克體育大會時對記者表示
，力爭將倫敦奧運會舉辦成 「最友善」的一屆
奧運會。

「我們將熱情接待所有來英國的客人，倫
敦奧運會不會成為 『安保運動會』。當然，我
們將考慮（賽事舉辦和）安全保障的平衡，但
安保工作不會妨礙人們從比賽中獲得愉悅，」
這位倫敦奧組委的當家人說。

談到目前的籌備工作，塞巴斯蒂安．科說
，國際金融危機曾給倫敦奧組委財政預算帶來
一定困難。他說，奧組委於 2005 年成立時很
容易找到贊助商，並制定了較為寬鬆的預算，
但金融危機使許多潛在的贊助商無法提供更多

的資金， 「不管怎樣，奧組委最終解決了這一
問題」。

資金問題解決
塞巴斯蒂安．科還回憶說，倫敦奧運會籌

備工作啟動之初，曾遭到許多嚴厲批評，特別
是不少人擔心這會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 「如
今氛圍完全不一樣了，儘管市民們多少還是感
到有些不便，但整個城市像慶祝盛大的節日一
樣迎接奧運，」這位兩屆男子 1500 米奧運冠
軍說。

「在倫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 100 天之際
，我感到自豪、平靜和愜意。我們非常認真
地進行籌備工作，幾乎所有的計劃都得以執
行。我感覺很愜意，是因為我的夢想正在實
現。」

中國足協已走上正軌
國際足聯訪華代表團：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六日消息：國際足聯
技術發展代表團 16 日上午與中國足協舉行了聯席
會議，在聽取中國足協最近一年工作彙報後代表團
3名成員均表示，中國足協的各項工作進步很快，
已經走上了正軌。

國際足聯技術顧問、前技術部主任米歇爾，以
及發展辦主任大衛和發展辦亞洲辦公室主任多麥卡
一行三人於 16 日清晨 6 點半抵達首都機場，未作
休息便趕往中國足協開會，這樣的工作態度得到了
中國足協副主席韋迪的讚賞。雙方就執行 2011 年
國際足聯與中國足協合作協議的情況進行了交流，
並探討了未來新合作協議的內容。

中國足協的媒體部門、職業發展與監管部、競
賽部、技術部、青社部、福特寶公司、計算機系統

部門等逐一向國際足聯官員介紹了過去一年工作的
進展和面臨的問題，國際足聯的幾名代表也就一些
細節問題進行了仔細的記錄和交流。

去年參加訪華的米歇爾總體上給予中國足協工
作很高的評價。米歇爾說： 「你們的工作比我想像
的還要好，恭喜你們在各個領域取得了不錯的進步
，我認為你們已經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只要堅持下
去中國足球會取得成功。」

考慮增教練培訓講師
中國足協向國際足聯提出能否增加優秀青少年

教練員培訓講師來華授課的要求，因為現有的馬來
西亞籍講師葉任強一個人忙不過來。米歇爾表示國
際足聯會給予考慮，另外中國足協希望國際足聯批

准續聘葉任強一事。
為了進一步支持中國足協的 「雲計算」電腦系

統建設，大衛表示，國際足聯準備在去年談成的
40萬美元援助費用的基礎上再增加10萬美元。另
外，國際足聯還打算為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開設專
門的研討會，就技戰術、商業開發和管理等問題進
行進一步培訓。中國足協副主席林曉華表示，感謝
國際足聯給予中國足協的幫助，並希望在資金、硬
件和青少年講師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持。

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國際足聯代表團將繼續
和中國足協就新的合作協議進行商談，對中國足球
的技戰術、商務、管理等進行具體的交流並給出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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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五日消息：周日NBA常規賽，由於紐約人
的A史杜達米亞和林書豪依然因傷倦勤，該隊只能靠安東尼作為得分重心
，主場迎戰擁有 「超級三巨頭」 的熱火。雖然紐約人的安東尼取得全場最
高的42分，但熱火仍以93：85取勝。紐約人落敗後跌至東岸的第8位。

兩隊今季曾兩度碰頭，熱火兩
戰皆捷佔優。今仗紐約人的進攻不

時失靈，雖然安東尼27投14中取得42分，但
其餘4名正選無一得分達雙位數字，加上防守
籃板球能力低下，紐約人雖然一度領先，但
仍難逃落敗厄運。紐約人主帥活遜賽後說：
「我們今天的表現尚算出色，但籃板確實需

要加強。」熱火主將勒邦占士則說： 「雖然
球隊最近狀態有所回落，但我們會加倍努力
的。」

縱使球隊落敗，但安東尼近日出色的表現
，依然得到隊友和對手的讚賞，他在近5戰的
平均得分為 28.2 分，除了周五因球隊領先太
多而被換下休息，得分較低外，其餘4戰的得
分均高於30分。隊友JR史密夫說： 「要阻止
他太難了，幸好我是他的隊友。」熱火的華迪
則說： 「安東尼近來的狀態真好，如果他能保
持，紐約人將是一支難以擊敗的球隊。」

林書豪鼓勵隊友
當日林書豪在比賽結束階段西裝革履出現

在紐約人板櫈席的末梢，他已經能夠行走自如
，在比賽間隙也不忘走上前去，鼓勵隊友。

儘管因為手術，林書豪帶來的 「林瘋」有
所消退，但是卻也讓全球
華人對林書豪有了更
新的期待，與此同時
，紐約人也似乎成為了全
球華人的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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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奧組委主席：
力爭辦最友善奧運

▲

紐約人贊特拿（上）把勒
邦占士整個抱下，被吹罰暴
力犯規 路透社

【本報實習記者夏微上海十六日電】2012 老式汽車中國拉
力賽經國家體育總局批准，將於9月1日至5日在上海市、江蘇
和浙江省境內舉行。該項賽事也是經國際汽聯批准註冊，列入國
際汽聯2012年賽歷的一項非錦標賽賽事。

將有來自世界各地約20個國家和地區的30餘輛世界頂級並
具有較高收藏價值的老式汽車參賽。該項賽事將按照汽車集結賽
規程執行，每天行駛300公里左右。從住宿點到住宿點，中間將
設立通過時間控制和通過點控制等方式進行，屬於非競速性質的
一項汽車文化展示活動。所有參賽老式汽車將於9月1日從上海
發車，途經常熟、蘇州、無錫、宜興、湖州、杭州、烏鎮、嘉興
，最後於9月5日下午回到上海結束。整個比賽分為5個賽段，
全程約1300公里。

中汽聯副秘書長酈春韋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除了來自世界各
地的著名 「老爺車」外，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經典國產轎車老紅旗
也會出現在比賽中。他說： 「我們辦這次比賽還有一個想法就是
國人開國車，因此中國以前的老轎車比如紅旗、上海等都會出現
。」

▲老式汽車拉力賽新聞發布會現場 夏微攝

【本報訊】為期六天的亞洲羽毛球錦標
賽今在青島體育中心國信體育館燃起戰火，
賽事吸引包括中國、韓國、日本、馬來西亞
、香港等來自 21 個國家和地區的 253 名運
動員參加本屆賽事。當中世界排名第4、中
國羽毛球隊的陳金，能否奪冠守住第4的位
置，為國羽男單拿滿三個奧運席位，成為關
注的焦點。

奧運積分的計算方法為近一年戰績最佳
10 站的積分總和，所有積分賽將於本月底
結束。陳金最佳 10 站中的最低有效分為
6050分，位列第5的丹麥名將蓋德則為5950
分。在陳金參加亞錦賽的同時，蓋德也將出
征歐錦賽。這兩項比賽為黃金大獎賽級別，
冠軍積分為 7000 分，亞軍僅有 5950 分。對
最低有效積分為 6050 分的陳金而言，亞錦
賽亞軍已無意義；而對最低有效積分為
5040 分的蓋德而言，如果陳金沒能在亞錦
賽奪冠，而他在歐錦賽奪冠，那麼他將收穫
1960 分的奧運淨積分，從而令本來領先蓋
德 1925 分的陳金以 35 分的之差跌落第 5 位
。這樣，陳金的奧運門票爭奪戰只能寄希望
於最後一站印度超級賽。

除陳金外，本屆亞錦賽的男單參賽球手
還包括國羽的林丹、諶龍、印尼的陶菲克等
，至於國羽的王儀涵、汪鑫、王適嫻、李
雪芮、印度的內維爾等女將將會競逐女單
錦標。

黃永棋和葉姵延領銜的香港男女隊已於
前天抵達青島，並對各項冠軍發起挑戰。

▲中國羽球選手陳金（前）參加亞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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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汽車賽上海發車

▲亞軍禾絲妮雅琪（左）與冠軍卡芭（右）領獎後
合照 美聯社

禾絲妮雅琪3連冠夢碎
■綜合外電哥本哈根十五日消

息：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周日
在WTA國際網球巡迴賽丹麥公開
賽決賽以兩盤 4：6 不敵德國的卡
芭，不僅在賽事的14連勝終止，3
連冠美夢更徹底夢碎。 「丹麥甜心

」表示，自己會從失敗中重新振作，她說： 「雖然感到
失望，但這只是一場敗績，不是災難，往後仍有很多的
比賽，所以我們應該向前看。」

拿度等參加網球大師賽
■綜合外電摩納哥十六日消息：蒙地卡羅男子網球

大師賽周一揭開序幕，首八名種子球手首圈輪空，直接
進入次圈賽事。蒙地卡羅大師賽是賽季的首個大型紅土
賽事，亦意味着紅土賽季的開始，除了力圖衛冕的 「泥
地王」、西班牙球手拿度外，世界 「一哥」、塞爾維亞
的祖高域，英國的梅利、法國的杜辛加等都參賽，競逐
冠軍寶座和逾 242 萬歐元的總獎金。（now636台香港
時間周二下午4時30分直播首圈及次圈賽事）

劉君彥趙全明長跑摘冠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六日電：2012 年安利紐

崔萊北京國際長跑節15日在天安門廣場鳴槍，近20000
名北京市和其他省區市的長跑選手及來自十餘個國家和
地區的長跑愛好者們參加了此次長跑活動。

北京市長郭金龍、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段世杰、安
利中國總裁黃德蔭等共同為長跑節鳴槍發令。十公里跑
成年女子組、成年男子組冠軍分別由劉君彥、趙全明奪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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