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網昨天焦點賽果
勝方

男單首圈

④梅利（英國）

男單次圈

①祖高域（塞爾維亞）

③費達拿（瑞士）

女單首圈

華莎露（法國）

女單次圈

①艾莎蓮卡（白俄羅斯）

禾絲娜克（加拿大）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比分

6：1、7：5、6：0

6：0、6：4、6：4

6：3、6：2、
6：7（6：8）、6：3

4：6、7：6（7：5）
、6：3

6：1、6：1

6：2、6：4

負方

伊藤龍馬（日本）

加維錫（斯洛文尼亞）

恩古亞（羅馬尼亞）

⑤莎蓮娜威廉斯（美國）

柏臣馬爾雅（德國）

鄭潔（中國）

周二季後賽賽果
主場

西岸決賽

（1）馬刺

季後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西岸決賽

周五早上9時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比分

120：111

主場

（2）雷霆

總成績

2：0

作客

（1）馬刺

作客

（2）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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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九日消息：隨
着女排奧運落選賽的結束，進軍倫敦奧運會的
12 支女排參賽隊伍已經全部產生。根據來自國
際排聯的消息，中國女排很可能進入「死亡之組」。

對手包括美國巴西
國際排聯新聞主管貝克確認，奧運 12 支參

賽球隊將根據目前的世界排名進行 「蛇形」分組
。也就是說，東道主英國進入A組，世界排名第
1 和第 2 的美國和巴西進入 B 組，以此類推。根
據這樣的分組方式，英國將與日本、意大利、俄
羅斯、多米尼加和阿爾及利亞分在A組，美國、
巴西、中國、塞爾維亞、土耳其和韓國一起進入
B組。預賽將採用分組單循環賽制，兩個分組的
前四名進入前八名。

從這樣的分組形勢看，B組的爭奪顯然會比

A組更加激烈， 「死亡之組」的味道很濃，中國
在分組賽中幾乎場場是硬仗。

曾率領中國女排奪得雅典奧運冠軍和北京奧
運銅牌的陳忠和認為，從目前的分組情況來看，
的確是A組的出線形勢要明朗一些，前四名沒有
什麼懸念。中國女排所在的B組，各隊實力都不
錯，特別是美國、巴西、中國和土耳其更強，塞
爾維亞現在一般，韓國也還不是一流，但這兩支
隊伍也有各自的特點，有實力，所以有可能會攪
局，這會給分組出線帶來不少懸念。對於中國女
排來說，這樣的分組意味着從一開始就要投入進
去，分組賽也沒有什麼喘息的機會。不過，這樣
也不一定是壞事，在這樣的 「死亡之組」突出重
圍殺進前八，之後的八進四對手可能相對容易打
，處理好了，進前四的形勢就會比較樂觀。

女排最終賽程將於下月18日出爐。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二
十 九 日 消 息 ： 馬 刺 在 周 二 的
NBA 季後賽西岸決賽第二場，
憑主將柏加如有神助般的表現，

主場以由頭帶到尾、最多領先二十二分的優勢下，把最終比
分鎖定為120：111，再挫客軍雷霆後，總成績領先到2：0。

總成績2：0領先
柏加今仗21投16中，斬下全場最高的34分，又交出8

個助攻，成功帶動起馬刺的進攻，他說： 「我今仗掌握了一
個很好的節奏，這感覺實在太好了。」在柏加的帶領下，馬
刺今仗的投射命中率高達55%，令雷霆欲追無門。

雷霆主將杜蘭特則說： 「我覺得他們今仗射入了很多高
難度的入球，因此，雖然我們成功阻止他們突入籃底的戰術
，但仍然失敗，這讓人感到沮喪。」

第三場賽事將移師至雷霆主場作賽。

【本報訊】本季港甲首席華人射手、晨曦的鄭少偉
下季重投傑志，已跟舊東家簽約作實，外借港菁的曾至
孝也會回歸，隊長盧比度則會轉任甲組隊助教及傑志足
球學校技術總監。

對球隊輪換制有幫助
將與傑志約滿的球員只餘朱兆基未動筆簽新合約，

由流浪借用的巢鵬飛借用期滿後便會離隊，傑志總領隊
伍健昨於觀塘杯足球賽記者會後宣布，鄭少偉已跟球隊
簽約，他說： 「鄭少偉提出有興趣回歸傑志，教練（甘

巴爾）認為他（鄭少偉）的加入對輪換制有幫助，
所以球會決定跟其簽約。」

曾至孝及夏志明下季會回歸傑志甲組隊
，在傑志長遠計劃之中的蘇洋、李毅凱及曾
健晃則會繼續外借，傑志待蘇洋轉為本地球

員身份後會將其收回。伍健表示，目前未
有計劃再簽球員，但不排除仍有球員加

入的可能性，他認為球隊下季多了幾
名球員，實力會比本季全面，預期
來季外援出場名額會以「兩後衛、
兩前鋒」的模式分配，新援卡維
可望為球隊進攻帶來更多變化。

傑志將在 7 月 2 日開操，7
月28日對阿仙奴之前會到內地
踢兩場熱身賽，8 月初到西班
牙集訓兩周，返港前會在中
東踢兩場比賽，暫定地點為

阿聯酋迪拜，由於集訓期
跟香港足球隊 8 月作客新
加坡的備戰期有衝突，傑

志將配合港足備戰作安排
，該隊並有意向香港足總申

請代表香港出戰11月的滬港球
會杯。

傑志開操前一天會參與觀塘
杯表演賽，賽事抽籤在昨午舉行
，兩場準決賽分別是南華對公民、
傑志對大埔。

奧運套票創最貴票價紀錄
■據新浪體育三十日消息：

英國傳媒報道，倫敦奧運會的部
分貴賓聯合套票價格將高達 27
萬英鎊（約326萬港元），這將
創下體育史上最貴票價的紀錄。

部分貴賓套票之所以成為天價，主要原因是這些套票
包括了開幕式和閉幕式的門票，同時還包括了多場A
級重要比賽，如田徑奪牌賽事、游泳奪牌熱門賽事的
比賽門票。

象棋超霸賽海南儋州開戰
■本報記者尹曬平儋州三十日電：儋州第三屆國

際象棋特級大師超霸賽 29 日上午在海南省儋州市開
戰，10 位國際象棋頂尖選手將進行為期十天的角逐
。儋州市長嚴朝君表示，儋州國際象棋特級大師超霸
賽是儋州傾力打造的一項高端的品牌賽事，通過三年
的努力，該賽事的影響力不斷提高。今後，儋州市將
繼續給予大力支持，按照打造百年品牌的標準和要求
，把該賽事打造得更精、更美、更具影響力。

由香港冰球訓練學校主辦、美國
信安金融集團冠名贊助的第三屆香港
校際冰球聯賽季後賽，前晚在九龍灣

Megabox溜冰場決出本屆盟主，結果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
學衛冕成功。香港冰球訓練學校主席胡文新（左三）與嘉賓
們為賽事進行開球禮。

中國女排或入死亡之組

鄭少偉重投傑志

衛冕成功

▲ 鄭少偉效力晨曦僅一季，
下季重披傑志球衣

柏加表現神勇

▲馬刺球員柏加（中）的精
彩演出，令球迷拍案叫絕

路透社

▲雷霆主將杜蘭特（右）
未能助球隊逃過連敗厄運

美聯社

馬刺又挫馬刺又挫雷霆雷霆

雷霆改善補防才有勝望
青 月

球迷本來預期馬刺和雷霆的西岸決賽會十
分緊湊，但強勢的馬刺憑主場之利，加上三大
元老鄧肯、柏加和真路比利的輪流爆發而取得
兩勝。如何找到方法阻止馬刺的小組進攻，是
雷霆力保第三、第四戰主場不失的首要任務。

雷霆素以單打獨鬥著稱，擁有杜蘭特和韋
斯博克兩員單挑猛將，讓他們過關斬將來到西
岸決賽。然而，經驗豐富的馬刺只以封鎖內線
作為防守主要任務，反而在進攻端增添變化，

達到多點開花的模式，令雷霆的防守
防不勝防。

外線常現漏洞
需要不時包夾柏加、鄧肯等得分要員，讓

雷霆經常在外線出現漏洞，這令馬刺的射手群
經常有機會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施以三分 「冷
箭」，因此，如何有效地包夾並且改善補防效
率，將成雷霆往後能否取勝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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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之見

法網近年已成女單大熱的 「墳墓
」，自比利時的軒寧退役後，近四年
的法網都由黑馬球手封后。本屆，擁
有13個大滿貫頭銜、被視為大熱的美
國球手 「細威」莎蓮娜威廉斯更在首
圈出局，令法網女單的大熱魔咒延續。

軒寧在 2005 年至 07 年統治了法
網，她退役之後，近四年法網都是大
熱 「倒灶」、黑馬當道。塞爾維亞的
艾雲洛域率先在2008年跑出，更藉法
網登頂而成為世界 「一姐」；2009年
，狀態漸走下坡的前 「一姐」、俄羅
斯的古絲妮蘇娃意外地谷底反彈，擊
敗同胞沙芬娜而贏得后冠；2010年，
年老的意大利老將舒亞禾妮淘汰其餘
強敵登頂；中國的李娜則在去年擊敗
舒亞禾妮封后。四年間，4 匹黑馬令
球迷跌破眼鏡，讓大熱俯首稱臣。

「細威」自去年傷愈復出後恢復
系統性訓練，在今個紅土賽季表現亮
眼，先於馬德里大師賽登頂，再在羅
馬大師賽殺入 4 強，因其勇銳的近況
而被外界視為本屆法網的大熱門。然
而，這對她來說似乎不是什麼好事，
這位一代網壇女王在首圈就難逃大熱
魔咒，寫下自己職業生涯最糟糕的一
次大滿貫之旅。

舒娃取代「細威」位置
「細威」爆冷出局後，大熱變

為俄羅斯 「美少女」舒拉寶娃，
究竟她能否破除魔咒、並一圓
自己的 「全滿貫」美夢，還
需時間證明。

華莎露的丈夫兼教練在去年因腦瘤辭世，
但她仍堅強地出現在賽場，因而獲得球迷的認
同和支持。昨仗，在首盤落敗、次盤決勝局落
後 3：5 的情況下，華莎露在全場觀眾的打氣
聲中重整旗鼓，並成功扳平盤數。盤間
，「細威」因錯失好局，加上球迷的喝
倒彩而一度淚灑賽場。

華莎露後來居上
決勝盤，華莎露乘勝追擊以

5：0 完美開局，但收拾心情後的 「細威」連
扳三局追至 3：5。兩人在第九局激戰 23 分鐘
，期間 「細威」救下7個冠軍點，華莎露亦挽
回4次破發點，終於在第十二次 「刁時」，她

連得兩分而成功拿下比賽。經歷 3 小時的
激戰後，落敗的 「細威」因體力不支而
跪下休息片刻。

「細威」之後說： 「當球迷在你
失誤時尖叫歡呼，那實在令人相當
難受。」

大滿貫賽第一次首圈出局

【本報訊】綜合外電法國三
十日消息：美國球手 「細威」 莎
蓮娜威廉斯在周二的法國網球公
開賽女單首圈大熱 「倒灶」 ，以
6：4、6：7（5：7）、3：6爆

冷負給世界排名第111位的東道主球手華莎露。這並
讓曾13度於大滿貫賽事登頂的 「細威」 46次出戰大
滿貫賽事首圈不敗的紀錄作古。（now636及高清
660台香港時間周四下午5時直播首圈賽事）

細威細威跪下了跪下了

▲ 美國的莎蓮娜威廉
斯苦戰下俯首稱臣

美聯社

▲

法國球手華莎露在
主場球迷面前，打出
漂亮一仗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