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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重奪澳門站冠軍

昨天澳門女排賽賽果
勝方

局數

負方

中國

3：1

泰國

波多黎各

3：1

阿根廷

世界大獎賽

▼中國女排在贏得冠
軍後，球員笑逐顏開
潘彥韜攝

【本報記者潘彥韜澳門十
日電】中國女排重奪世界女排
大獎賽澳門站冠軍。自 2005
年於澳門奪冠後，中國女排七年來五度在是
賽屈居亞軍，她們今天在澳門綜藝館舉行的
銀河娛樂世界女排大獎賽澳門站最後一天賽
事出戰泰國，結果以 18：25、25：20、25：18
、25：19 反勝後者，不僅一雪上屆於澳門
舉行的總決賽循環賽中以局數 1：3 落敗之
恥，更以 3 戰全勝的姿態榮膺本站冠軍。

▼中國女排球員
范琳琳（左）強
攻得分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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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獎項得主
獎項

球員（國籍）

銀河娛樂之星

惠若琪（中國）

最佳得分手

艾拉慧絲（波多黎各）

最佳扣球手

露紗（波多黎各）

最佳攔網手

馬蘊雯（中國）

最佳二傳手

魏秋月（中國）

最佳發球手

露猜拉（泰國）

反勝泰國雪前恥

■傳真：28345104

擒塞爾特人膺東岸盟主

保殊是熱火勇奪東岸
冠軍的功臣之一 美聯社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熱火總決賽鬥雷霆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九日消息：熱火的 「超級三巨
頭」 周六在 NBA 季後賽東岸決賽最後一場比賽中輪流發力
，協助球隊以 101：88 擊敗作客的塞爾特人，以總成績 4：3
驚險地淘汰對手而榮膺東岸冠軍，將與雷霆會師總決賽。

▲

兩軍在這場生死大戰中表現與平時有些出入
，熱火的勒邦占士全場少有地只交出 2 次助攻，
塞爾特人的後備則頗為怯場，板櫈球員全場僅貢
獻 2 分是輸球的最大原因。雖然客軍在第二節一
度領先雙位數字得分，但熱火在下半場開始發力
，並成功在第三節完結時把比分追平 73：73。

「超級三巨頭」尾段發力

三巨頭 熱誠球迷銘記心中
﹁

﹂

隨着塞爾特人在第
七場決勝之役落敗，球
隊的 「三巨頭」時代亦
畫上句號。塞爾特人在
比賽的末段大勢已去，
主帥李華士遂把正選悉數換下，走到後備
席的 「三巨頭」和全隊成員逐一握手擁抱
，場面頗有英雄遲暮之感，教人唏噓。

末節，熱火的 「超級三巨頭」 開始輪流發力
，保殊射入他全場第三個三分球，加上勒邦占士
外投接連命中，華迪則多次搶得進攻籃板，讓球

特稿

隊在第四節打出一波 17：4 的攻勢，成功在完場
前不足兩分鐘取得十一分的領先優勢。隨着塞爾
特人球員多次射失三分球而無法拉近比分，縱使
該隊控衛朗度取得 「大三元」 （22 分、10 個籃
板和 14 次助攻），但熱火最終在這場激戰中取得
勝利。
熱火主帥史普爾斯達賽後說： 「這絕對是一
場精彩的決賽，兩支隊伍的表現都非常出色，合
演了一場十分緊湊的賽事。」

上周六季後賽賽果
主場

比分

總成績

作客

舒娃：法網冠軍最珍貴

■電話：25757181

中國女排和泰國自上屆總決賽對碰之後
，一直未有再度交鋒。今仗面對泰國的強勁
發球，中國女排於首局便暴露出一傳不穩的
弱點，以 18：25 先輸一局。幸好經過局間
的調整，中國女排之後連扳三局反勝。隊長
魏秋月賽後說： 「
球隊的一傳體系出現波動
，幸好經過大家的努力，最終扭轉局面，但
我們被對手衝擊後的應變有待提高，希望通
過大獎賽（之後數站）來提高默契。」
波多黎各在較早舉行的比賽以 3：1 擊
敗阿根廷，取得季軍。泰國以 2 勝 1 負得亞
，阿根廷 3 戰全敗敬陪末席。

【本報訊】據新華社巴黎九日消息：
「當我 17 歲奪得溫布頓網球賽冠軍時，
我當時認為那是自己職業生涯最珍貴的時
刻，但當我今天雙膝跪地，慶祝自己的法
網冠軍時，我才感覺這是我最為珍貴的一
刻。」在 9 日以 6：3、6：2 擊敗意大利
球手艾蘭妮奪得法網女單冠軍後，俄羅斯
「
美少女」舒拉寶娃成為歷史上第十個拿
下四大滿貫賽冠軍的女選手，從而榮膺
「
全滿貫」的殊榮。
為了這一刻，她足足走了八年。2004
年、2006 年和 2008 年，她先後摘得溫網
、美網和澳網冠軍，此後，不期而至的肩
傷讓舒娃不得不闊別賽場近十個月，這讓
她的世界排名一度下滑至第 126 位。
傷愈復出後，舒娃曾經距離大滿貫冠
軍很近，但在 2011 年的溫網和今年的澳
網決賽中，她都遺憾失利。在威廉斯姐妹
受困於傷病而狀態下滑時，當克莉施塔絲
萌生退意時，當艾莎蓮卡狀態起伏不定時
，舒娃相信，自己在未來還能奪得更多的
大滿貫冠軍。
「
（完成 『全滿貫』的）路真的很長
，我從那麼小就開始了這段征程，但我還
沒有走完，我還有許多要去實現。在場上
我總是相信自己，我相信在草場、紅土場
和硬地場，我都可以發揮得更好。」

舒娃還表示，對於那些在自己狀態低
迷時批評她的人，她心存感激，因為正是
這些批評給了她無窮盡的動力。 「
不管情
況多麼艱難，或者人們多麼不信任我，我
都不會在意，我只在意自己內心的想法，
而我的內心告訴我，我可以再次獲得成功
，今天我終於做到了。」

東岸決賽
（2）熱火

101：88

4：3

感激批評她的人

（4）塞爾特人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加歷治每球必拚盡

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雖然暫時不知道加歷治、皮亞斯和韋
阿倫季後何去何從，但可以預料塞爾特人
不會把這三員老將悉數留下。塞爾特人在
季後賽前或已明白這是他們最後一個一起
奮鬥的賽季，他們在季後賽的表現彷彿陷
入瘋狂，加歷治等老將或因這是他們最後
一個賽季而不怕受傷，每球必傾盡全力，
其鬥志連對手都感到佩服。
面對年輕而實力強橫的熱火，塞爾特
人能將其逼至第七場已屬超額完成，在比
賽末節油盡燈枯後最終無奈告負。雖然
「三巨頭」的塞爾特人旅程已走到了盡頭
，但他們對籃球的熱誠，將永遠不會被球
迷忘記。

日期

對賽球隊

青

6 月 16 日 澳門對香港

賽事

場地

時間

港澳埠際賽

澳門

下午 3 時

月

▼越南門將阮清平（右）
出迎攔截港足前鋒高梵
本報攝

▲

熱火主將勒邦占士（左）在失平衡下，仍能
投射得手
法新社

負越南卻有悅目反擊

港足球員林嘉緯射失十二碼後，一臉失望

港壁隊東亞錦標賽 7 連霸

▲

■本報訊：由李浩賢、歐鎮銘、
劉少維、廖梓苓、李嘉雯、黃瀚鋒及
蕭珈敏組成的香港壁球隊，昨在第七
屆東亞錦標賽以場數 5：0 輕取日本
，在單循環賽制下 5 戰全勝，連續七
屆將這項男、女子混合團體賽的錦標收入囊中。

簡訊

甲一女籃石硤尾今演兩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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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移師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進行常規賽最後兩仗，頭場晚上 7 時正
鳴笛，由均安對福建；壓軸戰 8 時 30 分角逐，由七喜出
戰仁星，不收門券，歡迎球迷入場參觀。

歐鎧淳心情如等放榜
胡辰攝

摩帥：球隊進步中
港足球員在應付越南的快速跑位
、傳送感吃力並且被動，隊長陳偉豪
表示： 「球員體力下降，失守是有先
兆。越南水平比新加坡、馬來西亞高
，球員用球、傳球及走位都見工夫，
結果合理。」缺少陳肇麒的港足，中
前場搶點成功率偏低，值得稱道的是

鄧穎欣獲奧運入場券
【本報訊】倫敦奧運會公開水域游泳項
目最後一項外圍賽，昨天在葡萄牙舉行，香
港泳手鄧穎欣於女子組以第 12 名完賽，扣除
重複的國家或地區泳手後，以第 9 順位獲得
這項賽事的 15 張奧運入場券之一，也是香港
泳隊首名確定奧運資格的泳手。

▲甘肅跑手張景霞率先衝線

港足的歐陽耀冲破門，但阮萬權與阮
同煥的入球，足夠讓客軍反勝。

港泳隊總教練陳耀海表示，只要鄧穎欣
發揮正常，理應獲奧運參賽席位，但港將與

歐洲、美洲泳手仍有差距，去到奧運也只是
盡力而為。
另外，奧運最後達標賽昨天在港完結，
港隊最終未有泳手達到奧運入圍標準（A 標
準），但就有 8 人達到奧運甄選標準（B 標
準），國際泳聯本月 20 日將決定 B 標準泳手
的邀請參賽名單，陳耀海預期韋漢娜、施幸
余與歐鎧淳會上榜。在女子 100 米背泳迫近
A 標準的歐鎧淳，雖然入圍機會甚高，但也
承認心情如等放榜一樣緊張。

林嘉緯、李康廉及高梵在反擊戰術中
的配合頗有成效。
摩力克執教港足以來首度落敗，
但他認為昨仗的可觀性、水平是今年
港足 3 場比賽最高的一場。針對近兩
仗比賽末段球員體力下降，摩帥表示
提升球隊比賽強度達至 90 分鐘都控制
戰局，是球隊發展的優先考慮，他在
昨仗更讓小將劉卓軒後備上陣，他說
： 「球隊正在進步，提拔更多新人，
已向着正確方向走。」

▲

歐鎧淳最終未能達到奧運 標
本報攝

■本報記者寧立瓊、實習記者胡辰蘭州十日電：今天
，2012 蘭州國際馬拉松賽暨全國馬拉松積分賽在此間開
賽，甘肅本土選手張景霞奪得女子組冠軍，埃塞俄比亞和
肯尼亞選手則佔據了男子組頭三名。張景霞是以 2 小時 38
分的成績奪標。

【本報訊】林嘉緯主射 12 碼 「宴
客」，只是讓香港足球隊未能扳平比
分，但不足以彌補球隊與越南的實力
差距。三天內踢第二場作客比賽的越
南，球員技術、比賽節奏都較港足勝
上一籌，2：1 反勝主隊還踢得遊刃有
餘。不過，港足昨仗也有幾次悅目反
擊，正如主帥摩力克所說，球隊是向
正確方向前進。
越南球員跑動、傳送節奏明快，
在主隊壓迫下仍踢得從容不迫，雖被

本報攝

甘肅女將蘭州馬拉松封后

港足向正確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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