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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剛在前日主場 1：2 不敵
越南的香港足球隊，年底有望迎來更強的
對手，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昨午透露，已
向東亞足球聯盟申請角逐 2013 年東亞杯
的澳洲，將會來港出戰 12 月舉行的東亞
杯第二階段外圍賽。

東亞足球聯盟此前對澳洲派隊角逐東
亞杯態度正面，梁孔德昨午更表示澳洲參
加在港舉行的第二階段外圍賽將成定局，
屆時香港將要與澳洲、朝鮮、中華台北與

第一階段的冠軍爭奪一個決賽周席位，他
表示賽事應會安排在旺角場與香港大球場
上演，門票定價就要視乎東亞足球聯盟的
決定。

梁孔德表示，港足在摩力克執教下有
進步，但仍要多踢比賽，前日對越南反映
了後防有少許問題，比如左閘位置出現漏
洞讓對手有機可乘，他大致滿意港足三場
國際賽的入座人數。

▲左起：康文署署長馮程淑儀、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主席湯徫掄及港運
會籌備委員會策劃顧問周厚澄，昨一起主持開展禮 本報攝

【本報訊】雷霆和熱火
將在明早 9 時為本季 NBA
總決賽揭開序幕，最大的看
點是本季常規賽得分王杜蘭

特與本季常規賽MVP勒邦占士的對碰。作為雷霆和熱
火的領軍人物，兩人的表現將直接影響到比賽的勝負。
杜蘭特全季表現平穩，心理質素佳，加上雷霆有主場之
利，料能在首仗旗開得勝。

熱火的 「大帝」勒邦占士雖然在近兩仗沒有再出現
猶疑不決亂傳球的情況，但上季總決賽就是因為他總在
比賽末節 「隱形」，才令熱火與總冠軍失諸交臂，相比
之下，杜蘭特全季的表現更為穩定，亦更為可靠。

雖然常說進攻贏得掌聲，防守贏得冠軍，但雷霆
「雙子星」杜蘭特和韋斯博克、熱火的勒邦占士和華迪

的進攻都讓人防不勝防，本季的總決賽注定會上演對攻
之局。

【本報訊】第四屆全港運動會
（港運會）昨午在九龍公園拱廊舉
行開展禮。兩年一度的港運會以十
八區為參賽單位，以提供更多參與
體育、交流和合作的機會。第四屆
港運會將設 8 個比賽項目，並定於
明年 4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舉行，地
區運動員選拔則已於本月展開。

本屆港運會的每個項目均設有
一名體育大使，當中田徑的體育大
使吳家鋒是本港4×100接力的代表

，更很有機會取得倫敦奧運會參賽
資格。倘若能取得奧運入場券，將
會是吳家鋒首次出戰奧運，他說：
「自己也有想像過出戰（奧運）的

情景，我覺得到時候感覺不會緊張
，反而會非常興奮。」

其餘 7 位體育大使分別是黃永
棋（羽毛球）、李琪（籃球）、葉
子俊（五人足球）、黃鍇威（游泳
）、李靜（乒乓球）、楊柏朗（網
球）和林家澄（排球）。

NBA總決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周三早上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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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005年全國業餘選
手巡迴賽總冠軍

2006年女子業餘公開賽亞軍

中國業餘巡迴賽雙山站冠軍

艾倫巴比利國際青少年高爾夫
球錦標賽女子組冠軍

女子職業高球史中國隊第一人

馮珊珊首奪大滿貫

▲ 馮珊珊成為首位奪得大滿貫的中國高
爾夫球球手後，披上國旗與獎杯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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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獲揀選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5周年
紀念活動的阿仙奴訪港外隊賽今起公開售票，經過內部認購
售出16112張門票後，餘下逾2萬張門票以平價票較多，主
辦是次賽事的港甲足球隊傑志期望，連同慈善晚宴能合共為
傑志足球訓練中心籌到400至500萬港元的經費。

這場7月29日下午5時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外隊賽，今
晨10時起將在購票通的網站www.arsenal.cityline.com、售票
熱線 21115333 及柏斯琴行售票，網上及電話購票將分別加
收5元及10元手續費，門票則分售880港元、680港元、520
港元、380港元、280港元，另設200港元的長者及學生優惠
票，球迷每次最多可購8張門票。

是次賽事獲政府資助，傑志總領隊伍健昨於賽事記者會
後表示，希望扣除開支後的門票收入，加上贊助及慈善晚宴的
款項，能夠為傑志在沙田石門興建足球訓練中心籌到400至
500萬元經費，他說只待資金到位，訓練中心就可動工興建。

阿仙奴訪港名單未有定案，但會在賽前安排公開予球迷
觀賞的訓練課。來港出席記者會的 「兵工廠」行政總裁加齊
迪斯表示，現階段不就尹佩斯的去留或法國中場基奧特加盟
作任何評論，但預期球隊今夏在轉會市場繼續有行動。

港男籃聯賽今晚兩仗
■本報訊：由香

港籃球總會主辦，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之 2012 年度香港籃
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

事，今晚續在修頓室內場館舉行，晚上7
時展開角逐，由安青對超敏科技，尾場8
時40分，由旭暉出戰遊協。票價30元，
長者及學生優惠票20元。

巴里奧斯加盟廣州恒大
■據新華社廣州十一日消息：11 日

，廣州恒大上月簽下的前德甲多蒙特前鋒
巴里奧斯亮相廣州，這也宣告着這位德甲
冠軍球隊主力射手正式加盟中超冠軍廣州
恒大。

「巴里奧斯的加盟標誌着我們首次實
現歐洲五大聯賽正值當打之年的世界級球
星直接登陸中超賽場，」廣州恒大俱樂部
董事長劉永灼對這位花了中超冠軍創紀錄
的850萬歐元轉會費的外援如此評價。

黃金寶戰奧運機會濃
■本報訊：香港單車聯會公布了倫敦

奧運參賽人選的選拔準則，其中公路項目
人選要在本月 24 日全港公路錦標賽精英
組後才有決定，不過，香港隊老將黃金寶
在公路項目遴選準則中最看重的亞洲巡迴
賽排名、以及佔一成總分的國際大賽戰績
都得到滿分，在這兩個共佔去五成總分的
項目領先一眾師弟，出戰奧運機會極濃。

咸美頓加拿大站稱王
■綜合外電加拿大十日消息：麥拿侖

的英國車手咸美頓周日在世界一級方程式
（F1）加拿大站，以1小時32分29秒586
首名衝過終點，成為本季 F1 的第 7 個分
站冠軍，亞軍由蓮花車隊的法國車手哥斯
桑以 1 小時 32 分 33 秒 086 取得；蘇巴車
隊的墨西哥車手佩雷斯以 1 小時 32 分 24
秒786得季。加拿大站是F1的第7個分站
，此前6站都由不同車手奪得冠軍，戰況
較上季被紅牛車隊維特爾包辦多站冠軍更
為緊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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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度主要成績
2005年至2008年、2010年至2012
年法網冠軍

2008年、2010年溫網冠軍

2008年奧運冠軍

2009年澳網冠軍

2010年美網冠軍

3：1勝祖高域創紀錄

77
男單決賽於上周日開始進行，當拿度領

先盤數 2：1、第四盤落後局數 1：2 的時候
，球賽因天雨被迫順延至周一再續。比賽今
天重開後拿度率先發威，打破祖高域的發球
局並追至 2：2，兩人此後上演保發大戰。
當戰至拿度領先 5：4 時比賽再被天雨中斷
，幸好雨勢只持續片刻便雨過天晴。祖高域
和拿度先後保發，後者以 6：5 領先。祖高
域在非勝不可的第 12 局狀態出現起伏而交
出賽點，這次他無法如8強比賽時一樣再度
挽救4個賽點並實現反勝，反而以一個發球
雙錯誤，以5：7落敗，盤數1：3把勝利拱
手相讓，再度與 「全滿貫」擦肩而過。值得
一提的是，祖高域今仗的無壓力下犯錯高達
53個，拿度只得29個。

這是兩人連續第4次在大滿貫決賽相遇
，祖高域贏得首3次（一次草地兩次硬地）
，但回到拿度最熟悉的紅土賽場，即使祖高
域是世界 「一哥」也要俯首稱臣，他說：
「拿度的表現更為出色。」26 歲的拿度獲

勝後跪地掩面，他賽後激動地說： 「這是一
種榮耀，法網對我而言是最特別的，這個錦
標絕對難忘，這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美妙
的時刻。」這是拿度第 16 次殺入大滿貫決
賽，並第11次於賽事登頂。

【本報訊】綜合外電法國十
一日消息：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
牙的拿度在周一的法國網球公
開賽男單決賽，以3：1（總比

分6：4、6：3、2：6、7：5）擊敗世界排名第一
的塞爾維亞的祖高域，八年來第7度於法網加冕，
不僅讓拿度 「泥地王」 的地位牢不可破，更令他超
越瑞典名宿波格，創紀錄成為歷來奪得法網次數最
多的球員。祖高域則 「全滿貫」 夢碎。

▲拿度（中排左三）贏得冠軍後衝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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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抗壓能力著稱的祖高域
，以一記不合時宜的發球雙錯誤
結束本屆法網男單決賽，但這絕
非判定他和拿度孰優孰劣的最佳
時機。年紀相仿、球技相當的兩
人，早已被認定為一生之敵，可
以預見他們未來還會有很多於決
賽狹路相逢的機會。既生瑜何生
亮？恐怕只有時間才知道拿度和
祖高域誰人是「瑜」、何者為「亮」。

此前，拿度和費達拿對戰的
戲碼往往令人期待，無奈兩人的
年紀相去甚遠，費達拿未能等到
拿度完全成長便逐步遠離巔峰，
結果 「瑞士球王」每每在與拿度
的較量中敗下陣來，5 年的差距
讓兩人始終無法同時以巔峰的姿
態上演世紀之戰。祖高域的橫空
出世彌補了球迷的遺憾，仿如突
然打通任督二脈的祖高域，去年
不僅開季錄得 43 連勝，更奪去
拿度世界 「一哥」之位，此後接
連在去年的溫網決賽、美網決賽
和今年初的澳網決賽三度與拿度
上演世紀之戰，並悉數取勝。

法網決賽的雙錯誤，令人惋
惜巔峰對決就此落幕的同時，又
覺得賽果理所當然，畢竟祖高域
面對的是當之無愧的 「泥地王」
拿度。然而，紅土賽場已成為拿
度唯一的淨土，試想如果他在法
網決賽落敗，那麼他就在一年時
間內以 「全滿亞」成就祖高域的
「全滿貫」，屆時勇不可擋的祖

高域很可能像當年拿度終結 「費
達拿時代」一樣，讓拿度成為自
己的踏腳石。萬幸，拿度贏了，
這令他繼續保持與祖高域之間的
競爭力，不過這只是一個開始。

隨着紅土賽季的結束，拿度
將面對祖高域佔優的草地和硬地
賽場，今季的祖高域沒有了去
年43連勝的絕佳狀態，拿度
又能否進一步掠奪祖高域
的地盤取得更多錦標？
兩人的較量才剛開始，
新一代球王鹿死誰手
仍是未知之數。

拿度法網拿度法網 奪冠奪冠

【本報訊】據新華社華盛頓十日消
息：22 歲的馮珊珊 10 日成為女子職業
高爾夫球史上第一位奪得四大滿貫賽的
中國高爾夫球協會註冊球手。

在美國皮茨福德收桿的 2012 年世
界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四大滿貫賽第二項
賽事─ LPGA 錦標賽上，馮珊珊以
282 桿（低於標準桿 6 桿）、領先第二
名2桿的優勢，職業生涯首次捧起大滿
貫賽冠軍獎杯。

作為唯一涉足美國巡迴賽的中國隊
隊員，涉足職業圈已5年的馮珊珊自步

入 2012 年以來，無論實力和狀態都有
明顯提升，所參加比賽均獲得決賽資格
。當天她又實現了自己年初許下的兩個
願望：在美巡賽上奪冠並在四大滿貫中
躋身前十名。

「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贏得了大滿
貫賽，」第三輪躋身前七可仍然未能贏
得美國媒體一點筆墨的馮珊珊說， 「一
次比賽我實現了兩個願望。此刻我非常
興奮，我做到了。」

這項冠軍不僅讓馮珊珊把 37.5 萬
美元的獎金裝入口袋，而且在最新一期

世界排名榜她將升至職業生涯最高的第
四位。

此前，中華台北名將、現世界頭號
女球手曾雅妮已兩次在該項大滿貫賽上
奪得冠軍。不過這位衛冕冠軍本次比賽
狀態低迷，僅以301桿並列第59名。

與男子職業高爾夫球四大滿貫賽一
樣，女子職業巡迴賽也擁有自己的四大
滿貫賽。這四大賽事是：納貝斯克錦標
賽、LPGA錦標賽、美國公開賽和英國
公開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