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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華社巴黎
四日消息：法網衛冕冠軍李
娜 4 日以 1：2 輸給 「黑馬」
舒維杜娃之後，平靜地表示
： 「今天只是輸了一場正常
的比賽，沒什麼特殊的。」
「我沒法改變天氣，天氣也

不能殺了我。」
李娜說： 「我後兩盤比

賽沒什麼問題，一場正常的
比賽。沒什麼特殊的，她發
揮比我好，就贏了。網球就
是這樣，兩個選手，有勝有
負。我今天只是無法把球打
回場內，其他也沒什麼特殊

的。你問我為什麼無法把球
打回去，我現在也不知道。
我今天輸了，明天會努力工
作，下周還要回到賽場。」

有記者問到了天氣問題
，她說： 「天氣沒什麼，我
沒法改變天氣，天氣也不能
殺了我。」

雖然李娜一再表明只是
輸了一場很正常的比賽，但
國外記者一再追問，最後她
只好說： 「我去年在這裡贏
了，到現在已經一年了。我
今天只是輸掉了一場比賽，
你們不要試着刁難我。我這

個土場賽季表現不錯，我不
是機器。」

李娜隨後說，她接下來
要休息幾天，讓自己身心放
鬆下來，忘掉網球，然後下
周重回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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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如過山車的一年後， 「中國
金花」李娜終於卸下法網冠軍這個沉
重的包袱，雖然在第四圈爆冷出局令
不少人嘆息，但正如李娜所說，不論
勝負，這都只是一場球賽，球員應該
做的是從比賽中總結，加以改善並積
極準備下一場比賽。卸下包袱後，李
娜迎來她比較擅長的草地賽季，輕裝
上陣的她只要能正視自身的不足，並
心無旁騖地準備，定能在下半賽季再
現令人難忘的 「娜」美麗。

一年前的前天，李娜成為歷史上
首位贏得大滿貫錦標的亞洲人，但她
在一周年紀念日卻在領先一盤的大好
形勢下落敗，這樣的 「慶祝」方式當
然讓人感到唏噓，但從另一個角度，
這未嘗不是重新出發的最佳時機。自
頭頂戴上法網冠軍的光環後，李娜獲
得大量的贊助商垂青，但頻繁的社交
應酬卻令她失去了訓練的時間、甚至
連比賽的熱情也沒有了。李娜前天曾
說： 「去年的中國網球公開賽，我本
希望能做出好成績，但頻繁的應酬讓
我踏進賽場後想的不是比賽勝負，而
是盡快打完然後離開。」雖然現在李
娜依然掛着大滿貫冠軍的頭銜，但法
網衛冕冠軍之名已卸下，各項活動亦
會隨之而降溫，這讓她能有更多的休
息時間，同時靜心總結自己的不足，
加以改善，再爭錦標。

這一年間，李娜於不少比賽中痛
失好局，很多人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
她自身的心理問題，這點確實無可否
認，但卻不是李娜一個人的問題，她
教練團應在賽前就應對各種可能出現
的問題做好準備。 「金花」今年已年
屆 30，體力是令她在漫長的比賽中狀
態下滑的主要原因，針對這個情況，
教練團應針對這個問題讓李娜做好心
裡準備，當被對手逼和之後，也能有
相應的策略重新找回比賽節奏。

面對現今球壇後浪不斷湧現，李
娜的技術和經驗是她賴以取勝的關鍵
，但她勝利的大門還缺少一把鑰匙，
那就是她爭勝的慾望和信心。希望
在她和她的團隊努力下，李娜能
盡快找到這把鑰匙，而不是像前
天那樣於困境中陷入迷茫，
失去追求勝利的信心而潰
敗。

一得之見

終止馬刺主場13連捷
B20 責任編輯：蔡偉恆

雷霆3：2反超

拿度強勢晉級8強
舒娃史杜舒艾蘭妮亦過關

【本報訊】綜合外電法
國五日消息：西班牙的拿度
離衛冕法國網球公開賽錦標
再踏進一步，他在周一的男
單第四圈面對阿根廷的好友
莫納哥，結果拿度在首盤1：2
之後連勝17局，以6：2、6：0
、6：0 擊敗對手，強勢晉級
8強，他在8強的對手是同胞
阿爾馬哥路。（now636及高
清660台香港時間周三晚上8

時直播8強賽事）
對於贈送好友兩隻 「光

蛋」，拿度賽後坦言： 「很
難說清楚那種感覺。一方面
，你為你的對手感到遺憾，
另一方面我不能放鬆，必須
讓自己保持專注，尊重對手
，尊重每一個人。」他又補
充道： 「我對他感到非常、
非常抱歉，他是我在巡迴賽
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真的為
他感到難過。」倘若拿度今
屆再度稱王，他將第 7 次捧
起法網獎杯，對此，拿度表
示： 「第 7 個冠軍並不會比
第2、第3個重要。紀錄是當
你不再打球時才會回顧的東

西，現在我只會考慮每天要
做的事情。」另外，梅利亦
順利殺入男單8強，他以1：6
、6：4、6：1、6：2 淘汰東
道主球手加斯基。

女單方面，澳洲的史杜
舒在周二的 8 強賽以 6：4、
6：1 輕取斯洛伐克的捷布高
娃，與以 6：3、7：6（7：2）
力克德國卡芭的意大利球手
艾蘭妮雙雙晉級 4 強。俄羅
斯「美少女」舒拉寶娃周一在
第四圈苦戰三盤後，以 6：4
、6：7（5：7）、6：2 險勝
捷克的莎高柏露娃，驚險打
入 8 強，她將與愛沙尼亞的
卡妮比爭奪4強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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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拋下包袱後，有望
在下半年打破「錦標荒」

法新社

◀◀拿度在比賽中反拿度在比賽中反
手回球手回球 美聯社美聯社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四日消息：雷霆
成功終止馬刺季後賽以來主場13連勝的紀錄
，他們在周一的NBA季後賽以108：103擊敗
主隊馬刺，以總成績3：2反超前而迎來賽點
。只要雷霆在周三（香港時間周四）的第六戰
主場擊敗馬刺，就能首度殺入總決賽。

雷霆和馬刺此前各自在主場都有 13 連勝的光輝紀錄
，後者因種子排名較高而獲得多一場主場作賽的優勢。然
而，雷霆這場客勝卻讓馬刺的優勢消失殆盡，馬刺的總決
賽之路蒙上陰霾，這亦是他們本季的首個3連敗。

在第四節還剩五分鐘的時候，落後十分的馬刺在主將
鄧肯的帶領下傾力反撲，身高手長的他盡展其內線破壞力
，連連突破攻入 6 分，帶領主隊追至 101：103。今季
NBA 的最佳第六人、雷霆的夏登馬上作出回應，今仗攻
入20分的他在完場前不足半分鐘，以一記3分球把分差再
度拉開到5分。自3月以來首度正選上陣的馬刺球員真路
比利雖然取得全場最高的 34 分，可惜他在比賽末段未能
射入扳平的3分球，令球隊最終飲恨。

吸取教訓致勝
雷霆主帥布克斯說： 「我們從第一戰中吸取了教訓

（雷霆在第一戰末節領先9分的情況下落敗）。那場比賽
我們沒有做好傳球，也沒有做好防守，今仗我們有大幅的
改善，因而贏得比賽。」雷霆在比賽中逼使馬刺出現 21
次失誤，並從中取得 28 分，對此馬刺主帥普波域治感到
不滿： 「球隊是不可能在送給對方 28 分後取勝的，但我
們卻這樣做了。」他又補充道： 「球隊只打了半場好球，
球員在上半場欠缺應有的競爭力。相信我們會做得更好，
我不認為下一仗會是我們本季最後一場比賽。」

如果屆時雷霆主場獲勝，那麼他們將成為NBA史上
第15支在0：2落後的劣勢下後來居上，最終在七戰四勝
的系列賽中實現翻盤的隊伍。

周一季後賽賽果
主場

西岸決賽

（1）馬刺

季後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西岸決賽

周四早上9時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比分

103：108

主場

（2）雷霆

總成績

2：3

作客

（1）馬刺

作客

（2）雷霆

直播

now635台

▲雷霆的後備球員哥連臣（右）表現不俗，圖為他
在馬刺的鄧肯防守下入樽 美聯社

足總設立 「站立打氣區」
■本報訊：上周五香港足球

隊對新加坡的國際賽期間，部分
球迷站立打氣阻礙後排觀眾視線
引起了爭執，香港足總因應球迷
要求，昨宣布港足周日在旺角場

迎戰越南，會將看台第 23 區劃為 「站立打氣區」，足
總當日會繼續向入場球迷贈送港足海報及打氣棒，首
500名入場觀眾更會獲得一件紅色襯衣。

中國男排負塞爾維亞
■據中新社東京五日消息：5日下午，倫敦奧運會

男排預選賽亞洲站第三輪比賽在東京舉行，中國隊被歐
洲勁旅塞爾維亞隊直下3局，慘遭兩連敗。三局比分分
別為 15：25、13：25 和 21：25。目前，中國男排一勝
兩負積4分，在8個隊中暫居第4位。

當天已結束的其他兩場比賽中，委內瑞拉 3：0 勝
波多黎各，澳洲3：1擊敗伊朗。

【本報記者李珊廈門
五日電】第四屆海峽杯帆
船賽今日上午在廈門五緣
灣起航，19 艘來自大陸
和台港澳的帆船一同出發
前往高雄參賽，進行全程
150海里、航行時間24小
時至 27 小時的比賽，這
其中包括大陸最大的帆船
── 「加一號」。

海峽杯帆船賽由中國
帆船帆板運動協會、中華
台北帆船協會、廈門市人
民政府主辦，是首個橫穿
台灣海峽的體育比賽。本
屆帆船賽分為高雄繞標賽
和高雄至廈門海峽賽兩個
賽段。來自廈門、深圳等
地的 14 艘帆船以及台港
澳的5艘帆船，於今天上
午起航，前往台灣高雄參
加 6 月 9 日舉辦的繞標賽
；而海峽賽則於 6 月 10
日在高雄起航，終點設在
廈門五緣灣，全程約 150
海里，航行時間約 24 至
3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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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寶貝勁歌熱舞令現場氣氛
升溫 本報攝

▲香港新麗寶外援達文哈丁（右）
，在四川金強外援科林斯攔阻下，
跳投得分 本報攝

港新麗寶負四川金強
全國籃聯賽全國籃聯賽
【本報訊】全國男子籃球聯賽

（NBL）昨晚歷史性在港舉行，但
修頓室內場的入座率大約只有五成
，首度在港亮相的香港新麗寶公牛
也吃了悶棍，以84：87不敵四川金
強藍鯨。

雖然NBL只是中國第2級聯賽
，但就有不少香港甲一組缺乏的元
素，例如勁歌熱舞的籃球寶貝，以
及勇悍得會 「騎」在對手頭上試圖
入樽的外援球員。香港新麗寶董事
長施華民認為昨晚氣氛不俗，但觀
眾比較少： 「可能香港人對 NBL
不是太了解，其實比賽很好看。如
果比賽在內地打，3000人的場館一
定會爆滿。」他表示，球隊在內地
比賽票價最貴 200 元人民幣，昨仗
最貴門票售150港元算合理。

香港新麗寶以吉林球員為主、
缺乏香港球員，施華民認同缺乏明
星效應難提高入座率，爭取將來再

引入本土星級後衛，他說： 「己隊
1 號位（控球後衛）球員太新，將
來找香港球員的話，1、2 號位的
（得分後衛）會合適，例如打CBA
（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的羅意
庭，或頗有經驗的潘志豪。」

香港新麗寶下周四再度出師修
頓，對南京軍區悅達。

另外，昨晚舉行的本地女甲聯
賽，偉邦60：42挫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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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網昨天焦點賽果
勝方

男單第四圈

②拿度（西班牙）
④梅利（英國）

女單第四圈

②舒拉寶娃（俄羅斯）
女單8強

⑥史杜舒（澳洲）
艾蘭妮（意大利）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比分

6：2、6：0、6：0
1：6、6：4、6：1、6：2

6：4、6：7（5：7）、6：2

6：4、6：1
6：3、7：6（7：2）

負方

莫納哥（阿根廷）
加斯基（法國）

莎高柏露娃（捷克）

捷布高娃（斯洛伐克）
⑩卡芭（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