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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十五日消息：據此間傳媒
報道，在倫敦奧運結束之後
，國際籃聯秘書長鮑曼在接
受採訪時透露，國際籃聯和
國際奧委會正在考慮將 「3
對3」籃球比賽列入2016年
里約熱內盧奧運的比賽項
目。

國際籃聯欲創立一個能
為大眾所理解的比賽體系，
然後通過這樣的比賽體系，
透過比賽決出世界上最出色
的 「3對3」籃球隊伍。

鮑曼表示： 「正如排球
比賽有沙灘排球，游泳項目
有花樣游泳一樣，我們籃球
項目也想創立 『3 對 3』籃
球賽，讓它成為奧運的比賽
項目。」

更多國家可戰奧運
鮑曼續說，如果推行

「3 對 3」的籃球比賽，那
將會允許更多國家或地區參
與並經歷奧運，同時也可幫
助國際籃聯拓展他們在全球
民眾當中的籃球影響力。

「3 對 3」籃球賽的優
點很多，包括參賽人數相對
更少、更容易組織；參加的
球隊數量會更多；球場上的
活動空間更闊、更加考驗球
員的個人技術等。國際籃聯
此前在青奧會便曾設立 「3
對 3」籃球賽，已從青年奧
運會中摸索出比較成熟的比
賽組織經驗。

港足不敵新加坡2連敗
■本報訊：香港足球代

表隊昨晚作客新加坡，結果
在這場友賽中以 0：2 見負
，是教練摩力克領軍以來的
首次 2 連敗。港足在 6 月曾

在主場以 1：0 擊敗新加坡，昨仗到訪星洲，於
開賽後二十一分鐘內便兩度失守，主隊憑着杜域
「梅開二度」而成功復仇。港足自摩力克執掌帥

印後，過去四戰取得勝負各二。

麥克羅伊活士一天決勝
■據法新社北京十五日消息：今年 10 月將

在金沙湖舉行的高爾夫球比洞賽，由世界排名第
1、北愛爾蘭球手麥克羅伊與14次大滿貫冠軍得
主 「老虎」活士對決，賽制是一天決勝。賽事
將於 10 月 29 日在河南鄭州的金沙湖高爾夫球
會舉行。23 歲的麥克羅伊說： 「這是個令人興
奮的想法，跟活士碰頭會很好玩。這是我首次
和他打這種 『一決勝負』的比賽，我真的很期
待。」

鄭潔又負漢圖采娃出局
■綜合外電華盛頓十四日消息： 「中國金花

」鄭潔在 14 日的辛辛那提網球公開賽女單首圈
慘遭逆轉，以 6：2、6：7（1：7）、3：6 不敵
漢圖采娃。斯洛伐克姑娘漢圖采娃向來是鄭潔的
苦主，在兩人之前的5次交鋒中，鄭潔無一勝績
。另一中國女將彭帥則以 5：7、7：5、7：6
（10：8）淘汰塞爾維亞球手珍高域，晉級第二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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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際籃聯官方網站公布倫
敦奧運會之後各支國家隊的最新排名，在
奧運上遭遇 5 連敗的中國男籃排名下滑
一位至第11。美國則繼續高踞榜首。

據新浪體育消息，在奧運之前，國籃
以 219.7 分排名第 10，法國、俄羅斯及巴
西的排名都在國籃之後，但奧運之後，排
名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國籃在奧運上先後輸給西班牙、俄羅
斯、澳洲、巴西和英國，遭遇 5 連敗，並
且幾乎每場比賽都以慘敗收場，最終排名
第12。奧運之後，國籃的積分是199.7，排

名下滑一位到第11。在奧運上有出色表現
的俄羅斯則上升到第 6，法國第 8，巴西
第9。

倫奧成績屬近十年最差
本屆奧運是國籃最近十年來戰績最差

的一次世界大賽。在此前的兩屆奧運上，
國籃都進入了前八；此前兩屆世錦賽上則
進入了前十六。倫敦奧運上，國籃無緣前
八，是繼2004年雅典奧運後首次在世界大
賽上未能出線，同時也是自1992年巴塞羅
那奧運後，首次在世界大賽上一場未勝。

國籃排名跌一級排第11

韓羽協重罰消極比賽
4球員禁賽兩年 兩教練取消資格

【本報訊】韓國羽協前天對在倫
敦奧運會上消極比賽的羽毛球女雙教
練、球員再次開出重磅罰單，4名球
員河貞恩、金旼貞、金荷娜及鄭景銀
兩年之內不得參加任何國內、國際比
賽，並剝奪韓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成漢
國及女雙教練金文秀的教練資格。

據新浪體育消息，奧運會上，韓國
4名女雙球員河貞恩／金旼貞、金荷
娜／鄭景銀，以及中國世界排名第1
的于洋／王曉理和一對印尼組合，或
為了避免與隊友提前遭遇、或為了避
開強敵，比賽中失誤頻頻，被世界羽聯
和國際奧委會認定為消極比賽，取消
了她們的參賽資格。

隨後，韓國奧委

會作出迅速反應，直接剝奪了金荷娜
／鄭景銀、河貞恩／金旼貞，以及現
場指揮教練金文秀的奧運證件，要求
他們離開奧運村，即時歸國，當時並
未對成漢國進行處罰。

奧運結束，韓國羽協針對女雙消
極比賽的調查並沒有停止，認定成漢
國同樣需要承擔責任。前天，韓國羽
協作出了最終的處罰決定，河貞恩、
金旼貞、金荷娜及鄭景銀兩年之內將
沒有資格參加任何國內、國際的羽毛
球賽事。如果說對於隊員的處罰只是
禁賽，對於教練的處罰，那更是嚴厲
到了極點，成漢國和金文秀的教練資
格直接被剝奪，甚至不能在韓國國內
一些球隊執教。

按照處罰決定，6名教練、運動
員可在本月21日之前提出上訴。

上訴成功機會是零
韓國羽協獎懲委員會有關人員說

： 「他們違背了奧林匹克精神，做出了
這種影響不好的事情。錯誤是明明白
白的，必須進行糾正，所以我們不得
不慎重進行決定。為羽毛球隊杜絕出
現這種事情，不得不 『拔刀』。這次
錯誤很明白，即使申訴上去，理事會
改變處罰的可能性也幾乎是沒有的。」

【本報訊】據新華社巴黎十三日
消息：法國奧運代表團13日下午乘歐
洲之星從倫敦回到巴黎，在香榭麗舍
大街受到法國民眾的熱烈歡迎。

當日，巴黎市政府專門派出 3 輛
雙層觀光巴士供奧運選手們乘坐。汽
車從巴黎北站穿過凱旋門，在香榭麗
舍大街上行進。獲獎選手們站在巴士
上層向人們揮手致意，展示胸前的奧
運獎牌。數千名早早在大街兩旁集結
的法國民眾，用鮮花、國旗和掌聲歡
迎從倫敦歸來的奧運健兒們。

法國在倫敦奧運共獲得 11 金 11
銀12銅，名列金牌榜第7。

【本報訊】據新華社尼科西亞十
三日消息：塞浦路斯議會13日向在倫
敦為塞浦路斯爭得首枚奧運獎牌的帆
船選手孔蒂德斯授予議會最高榮譽獎
──議會徽章。

倫敦奧運 6 日進行的激光級男子
單人艇獎牌輪比賽中，孔蒂德斯拚得
一枚銀牌，為塞浦路斯贏得自1980年
首次參加奧運以來的第一枚獎牌。

塞浦路斯議長奧米魯在授獎儀式
上說，在目前塞浦路斯經濟面臨嚴重
困境的情況下，孔蒂德斯在奧運上取
得的成就，給每一位塞浦路斯人帶來
了希望、勇氣和信心。

法國健兒受民眾夾道歡迎
塞國英雄獲議會榮譽獎

【本報訊】綜合外電英國十四日
消息：美國男子籃球隊在倫敦奧運成
功衛冕，球隊中的老大哥高比拜仁獲
得第二面奧運金牌，隨着年齡的增加
，他決定不會再參加奧運。

高比在這次奧運中發揮出色，是
美國男籃蟬聯冠軍的功臣之一。成功
奪得個人第二金後，高比在 Facebook
上寫道： 「簡直不敢相信，奧運會竟
然已經結束了，好像昨天我們才帶着
興奮與緊張，帶着對金牌的夢想走入
了奧運會主場館。我對所有的運動員
都充滿了愛與敬意。這是我的最後一
屆奧運會，我全心全意的去享受了。」

高比並祝願全世界的健兒好好努
力，即使沒有人關注，也要令自己變
得與眾不同，為奧運金牌而奮鬥，他
感慨地說： 「你認為在某一個地方，
是否有一個孩子野心勃勃地想超越菲
比斯的獎牌數？當你回望倫敦奧運會
、期待（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會，
不要忘記留意一些運動員及他們的
故事。你永遠也無法預料，也許你會
先於世界發現另一個保特（牙買加飛
人）。」

今廣州會球迷
高比將於周四在廣州與球迷見面。

高比不再參加奧運

國足昨仗以中超榜首球隊廣州恒大的成員為骨幹，鄭智、
郜林等6名 「恒大幫」都以正選披甲。加納為備戰下月展開的
世界杯外圍賽非洲區賽事，以曾效力英超球隊新特蘭的著名前
鋒基恩領銜。

世界排名第33位的加納，實力在排名第69位的國足之上
，但11年來再次在西安出戰的國足，在超過三萬名球迷吶喊
助威下，表現不落下風，開場後不久便積極進攻，但未能製造
具威脅射門。加納在完半場前的攻門中柱彈出，兩隊上半場互
交白卷。

郜林12碼破僵局
易邊後，國足終於打破僵局，56 分鐘，鄭智在右路突入

禁區，被效力中超球隊大連阿爾濱的李阿迪踢跌，球證判罰
12碼，郜林 「操刀」中鵠，國足領先1：0。落後的加納及後
加強攻力，79 分鐘，加納開出角球，國足門將耿曉峰出迎落
空，被依阿多姆近門頭槌頂入，扳成1：1平手。雖然加納及

後圍攻國足，但都被國足球員
成功化解，兩隊最終握手
言和。

▼國籃的王治郅（左）於倫敦奧運
奮勇作戰

▲韓國的河貞恩（右）和金旼貞（左）
因消極比賽，與兩名隊友及兩名教練
同被韓國羽協重罰

▲高比拜仁（左二）在倫敦收穫個人第二面奧運金牌

逾三萬球迷吶喊下一度領先逾三萬球迷吶喊下一度領先

【本報訊】中國國家足球隊昨晚與 「非洲珍
珠」 加納上演友賽，國足雖然有前鋒郜林射入12
碼而先開紀錄，但加納憑藉後備出場的依阿多姆
頂入扳平，雙方踢成1：1和氣收場。

國足被加納迫和國足被加納迫和
▲ 加納的阿切姆彭（前）擺脫國足

球員的追截，深入腹地 新華社

▲

加納球員阿蘇特（中）帶球突破
，國足的劉建業（右）窮追不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