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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十四
日消息：塞爾特人全隊上下
誓言要重奪NBA總冠軍。

雖然當年的 「三巨頭」
之一韋阿倫已轉投熱火，但
塞爾特人的領軍人物加歷治
並不擔心，他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儘管球隊失去了
韋阿倫，惟並不意味着塞爾
特人的輝煌就此終結。

加歷治表示： 「我們現
在有更多的選擇，而且在日
常的訓練中，我們也已配合
得很不錯。我們與國外不同
的隊伍進行了激烈的比賽，
我們現在已經能夠適應不同
的對手和比賽模式。和新隊
友 一 起 訓 練 讓 我 想 起 了
2007 年至 08 年賽季，我們
對得分有着熊熊野心。我相
信，塞爾特人有實力再現輝
煌。」

熱火是唯一對手
即使湖人在新賽季前招

兵買馬，並且獲得兩員大將
拿殊和迪韋特侯活加盟，但
塞爾特人教練李華士依然認
為熱火是他們唯一的競爭對
手。

【本報訊】香港運動心理專
業協會昨在浸會大學舉行創會就
職禮，創會會長翁健輝希望協會
能改變香港現時缺乏心理質素訓
練的現況，普及運動心理知識，
讓中港兩地的體育愛好者能發揮
自己全部的實力，享受運動。

孫玥任專項顧問
香港運動心理專業協會邀得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的廖漢

輝擔任協會的首席榮譽會長，專
項顧問則包括已退役的中國女排
運動員孫玥等，務求能為發展運
動心理出一分力。

翁健輝表示，協會首先會探
訪全港逾一千間中小學，讓更多
學校能對運動心理學有所了解，
亦會和內地進行交流，希望香港
未來的運動界能以體能訓練、技
術訓練和心理質素訓練構成鐵三
角，助健兒爭取佳績。

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

10月16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註：只列甲組

對賽球隊

香港對馬來西亞

屯門對流浪

南華對南區

大埔對晨曦

傑志對太陽飛馬

賽事

友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場地

旺角大球場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香港大球場

大埔運動場

將軍澳運動場

時間

晚上8時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李慧詩世杯凱琳賽得第6
■本報訊：香港時間前天在哥倫比亞場地單

車世界杯首站贏得爭先賽冠軍的港將李慧詩，昨
晨於凱琳賽獲得第6名。於今夏倫敦奧運會奪得
凱琳賽銅牌的李慧詩，昨天被其他對手 「重點照
顧」，讓她無法成功突圍，最終在決賽的6名選

手中敬陪末席。另一港將刁小娟則在名次賽以第11名完成。

中國女籃聯賽月底揭戰幔
■據新華社太原十四日消息：記者從山西興瑞女籃俱樂部了解到

，中國女子籃球聯賽（WCBA）新賽季揭幕戰將於10月26日在太原
舉行，山西興瑞俱樂部將承辦新賽季開幕式。圈內人士認為，以山西
女籃的陣容，絕對可以成為新賽季的大 「黑馬」。

簡訊

【本報訊】據中新社上海十四日消息：NBA 中國
賽上海站 14 日開打，儘管賽場上熱火、快艇兩支勁旅
大牌球星雲集、星光熠熠，但坐在場邊觀賽的姚明依然
成功 「搶鏡」，成為全場頗受關注的明星。

比賽尚未開始，姚明和他的姚基金就成為焦點。
NBA 總裁斯特恩攜手姚明出席賽前發布會，兩人宣布
，NBA 將在未來大規模地和姚明與姚基金合作，以幫
助中國籃球發展。合作的具體方式包括舉辦慈善賽、中
學生籃球計劃等。此外，NBA 在中國進行的教練培訓
計劃將會延長3年。

姚明表示： 「感謝NBA對我的支持，特別是在今
年夏天的籃球季節，NBA給予我們的大力支持。」

與勒邦占士熊抱
比賽開場哨即將鳴響，姚明上演 「老友記」，頓時

吸引攝影機的 「火力」。先是火箭昔日隊友比提亞走到
姚明身邊與老友寒暄，隨後快艇老大基斯保羅也走向姚
明與這位 「地主」聊天。姚明還給了 「大帝」勒邦占
士一個熱情的 「熊抱」。隨後，姚明安靜地坐在場邊
觀賽。

在比賽行將結束之際，場邊的姚明再次成為場上焦
點。全場近一萬五千名球迷意猶未盡，高聲喊出 「換姚
明」的口號。此時已經退役一年多的姚明幽默地一笑。

【本報訊】快艇昨
在上海舉行的中國賽第
二場再戰上屆 NBA 盟
主熱火，在明星控衛基
斯保羅提前復出之下，
快艇以 99：89 一雪日
前於北京落敗之仇。熱
火主帥史普爾斯達以

「此行不虛」來形容兩場比賽，熱
火全隊已連夜乘坐包機返美國。

基斯保羅復出
基斯保羅在獲得倫敦奧運會

金牌後不久，因右手拇指韌帶撕
裂而接受手術，原定於NBA正賽
開始時復出的他，顯然不願白來
中國一趟，故3天前才恢復全場對
抗訓練的他還是在上海披甲。基
斯保羅上陣不足二十二分鐘便取

得 4 分、5 個籃板和 6 次助攻，帶
領球隊成功復仇，但快艇昨仗最
亮眼的球員並非基斯保羅或 B 基
芬，反而是迪安祖佐敦，他上陣
24 分鐘全場 8 投 8 中攻入 18 分，
並摘下9個籃板，表現令人驚喜。

熱火的 「超級三巨頭」合共
只取得 29 分，上陣八分半鐘的華
迪因傷患未愈而在下半場未有再
度下場，即使現場觀眾多次齊呼
： 「華迪、華迪」，亦無法改變
史普爾斯達的決定。

史普爾斯達賽後說： 「本來
我們是打算第三節再派華迪落場
，但考慮到他的傷患，我們還是
覺得安全些比較穩妥。」他又表
示： 「這次中國行讓我們對自己
的球隊更加了解，亦給予新隊員
建立默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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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網球壇 「四大天王
」又一經典戰役昨在上海大
師賽決賽上演，祖高域再度
展現其極佳的絕地反擊能力
，最終力壓全場表現穩定的
梅利。雖然梅利本季表現勇
銳，但這位剛在美網贏得首
個大滿貫的球手，必須從祖
高域身上學到如何在自己狀
態不佳的情況下獲勝，這樣
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狀態差時亦能獲勝
「不僅是要在自己狀態

好的時候獲勝，更要在自己
狀態差的時候亦能獲勝。」
是體育界流傳已久的金句。
祖高域昨仗便為這句說話作
出完美的註釋，在五度面對
冠軍點，如在走鋼絲的他以
強大的心理質素逐一挽救
，並在疲累和足部受創的
情況下作出調整，成功減少
失誤數字、再度重現 「打不
死小強」本色，最終贏得冠
軍。

與祖高域不同，梅利在
被扳平後無法迅速調整狀態
和心態，雖不至潰敗，但卻
未能咬住比分拖長比賽，為
自己爭取調整時間。經過漫
長的鏖戰，梅利的背傷有復
發跡象，但他未能避重就輕
，反而開始出現失誤。兩人
在面對狀態不佳時不同的表
現，最終導致兩個完全相反
的結局，這正是梅利和其餘
三位天王最大的差距。

本季，梅利一改過往心
理狀態大上大落的陋習
，終於一嘗大滿貫滋味
，只要他能再進一步
，定可逐漸追近祖高
域和拿度，甚至費
達拿的成就。

一得之見

維特爾登車手榜首位

【本報訊】綜合外電韓國十四日消息：紅牛車隊於周
日舉行的世界一級方程式賽車（F1）韓國站包辦冠亞軍
，在排位賽分列頭次位的紅牛車隊澳洲車手韋伯及隊友德
國的維特爾於正賽名次互換，後者以1小時36分28秒651
率先衝過終點，韋伯則獲亞軍。取得本季分站3連冠的維
特爾，暫以215分於車手積分榜上超越本站季軍、法拉利
車隊的西班牙車手阿朗素，領導群雄。

連贏3站冠軍
維特爾賽後表示，發車是本場比賽取勝的關鍵。維特

爾在排位賽位居次席，緊隨韋伯之後，但今天的正賽他於
發車後便超越了隊友升至首位，之後更牢牢控制着比賽，
順利拿下其本季第四個分站冠軍。維特爾說： 「感覺太美
妙了。我非常非常高興，這是一場夢幻般的比賽，一切都
是在有一個好的發車的基礎上。」

連贏3站後，維特爾令紅牛再次燃起了包攬車隊及車
手雙冠希望。維特爾暫領先次席的阿朗素六分，紅牛則在
車隊積分榜上以367分居首，法拉利以290分緊隨其後。

一級方程式賽車一級方程式賽車

▲

維特爾親吻
冠軍獎座

美聯社

運動心理專業協會創會

▲香港運動心理專業協會希望能改變本港現時缺乏心理質素訓練的現況
，普及運動心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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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場邊觀賽成焦點

▲姚明（左）賽前與熱火主將勒邦占士
寒暄 中新社

快艇撲快艇撲火火雪前恥雪前恥

▲快艇的基斯保羅▲快艇的基斯保羅（左）（左）與與
熱火的勒邦占士正面交鋒熱火的勒邦占士正面交鋒

美聯社美聯社

1

這是祖高域和梅利職業生涯第16次
交鋒，此前祖高域以 8 勝 7 負稍微佔優
，但近況大勇的梅利憑着極為穩定的表
現完美開局，並在次盤早早破發，更以
5：4迎來自己的發球致勝局。然而，這
關鍵的第十局卻成為全場比賽的轉捩點
，祖高域在該局的一次上網被梅利的吊
球逼得飛奔回底線，但他隨即以一記高
難度的胯下擊球將之瓦解，並以一拍質
量絕佳的放網贏得一分，士氣大振的他
在該局雖然一度面對梅利的冠軍點，但
他順利化解並實現回破，兩人之後再度
保發而需以 「搶七」決一高下，雖然梅

利在決勝局曾有 4 個冠軍點，但他都
與勝利擦身而過。經過逾二十分鐘

的漫長爭奪，祖高域最終以

13：11贏得該局而扳平盤數。第三盤，
勇不可擋的祖高域以6：3再勝而登頂。

以普通話說上海是我家
賽後，祖高域在鏡頭上畫上心形，

在中間寫上 「中國」二字並附上簽名，
更在頒獎禮上以普通話說出： 「上海是
我家。」獲得現場球迷陣陣歡呼和如雷
般的掌聲。

反勝梅利

祖高域上海登頂
【本報訊】塞爾維亞的祖高域昨在上海網球大師賽決賽經過3小時21

分25秒的鏖戰後，粉碎了英國球手梅利的3連霸美夢，首度捧起是賽冠軍
。雖然在首盤以5：7落敗，次盤亦一度落後3：5，但祖高域絲毫沒有放
棄，即使五度面對梅利的冠軍點，祖高域都逐一挽救，最終成功以5：7、
7：6（13：11）、6：3逆轉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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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高域向球
迷展示勝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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