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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基斯（右）快將轉為本地球員身
份，大埔稍後將可騰出外援上場名額
予新援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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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港甲足球隊大埔上周日
聯賽3：7大比分負公民、8場聯賽共失
25 球，防守上的問題亟需解決，總教
練張寶春已向球隊領導層建議靠變陣、
增援自救，昨晨訓練前也跟球員開會，
進行思想教育。

張寶春昨表示，大埔的防守問題只
有兩招可解決，一是以變陣作為短期措
施，其二是在1月轉會窗重開後增聘外
援，現只待領導層 「拍板」即可實行，
他認為球隊毋須改踢 「5後衛」陣式或
將安達移到後防，只建議防線人選稍作
調整。

大埔昨晨操前進行了球隊會議，張
寶春未有提及上周日 「災難性」的大敗
仗，着眼於給球員思想教育，透過播放

一些港甲球員訪問，給大埔眾將正面訊
息，他更向球員強調 「知足就落後」：
「職業球員，不能知足常樂，因為知足

就會落後，所以要對自己有所要求，也
不想看到球員在場上垂頭喪氣。」張寶
春期望球員將周日銀牌對屯門之戰看成
大戰，還要在思想上做好聯賽護級的準
備： 「目前聯賽排第9，要追上去已不
可能，全隊要有護級的想法，逐場去爭
分。」

銀牌半準決賽兩戰屯門後，大埔將
有3周沒有正式比賽，張寶春說球隊目
前有呂志興、車潤秋、安達等傷兵，其
餘球員也呈疲態，未來兩場銀牌比賽後
球隊會進入調整期，屆時會安排球員做
輔助性運動或旅行，放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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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場 比 分 作 客 丹尼格連完場前入三分球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三日消息：NBA官方
周二正式開始進行本賽季的全明星賽投票，除了傳統
的官網等投票渠道，NBA 本季還開闢了 Twitter、
Facebook、微博等社交網路的投票渠道。包括林書豪
、勒邦占士、朗度、安東尼等名將在內的東、西岸各
60人候選大名單已公布，林書豪表示自己今年投塞爾
特人的朗度一票，並呼籲球迷踴躍投票。

除了名單上的球員，球迷亦可向名單以外的球星
投票。火箭除林書豪外，夏登、奧馬艾錫克、P 柏德

遜均有入選，林書豪表示自己今
年會投票給同為控衛的朗度，他
更自曝曾投票給熱火的 「大帝」
勒邦占士與 「閃電俠」華迪。首次入選全明星賽的林
書豪說： 「能夠入選是一種榮譽，不管結果如何，我
們都會在賽季中盡力表現。」

本次全明星投票的截止日為明年1月14日，NBA
將在明年1月17日公布東西岸的先發陣容名單。本季
的全明星賽將於2月17日在休斯敦火箭的主場進行。

首節開局一度領先8分的馬刺，遭到湖人反撲，
並一度被對手反超7分之多，不過憑主力鄧肯、柏加
等球員的努力再度將比分逼近，並在完場前 19.9 秒
追至落後1分，當時持球的馬刺隨即叫暫停，名帥普

波域治出乎意料地把最後一擊交付予陣中小將
丹尼格連。當時球到格林手上後，他立即出

手遠投，應聲命中取三分，馬刺超前。湖
人還有9秒的時間，最後一球交給加索爾，
他在三分線外出手不中，遺憾地接受敗局
，終止了兩連勝。

賽後湖人球員慈世平也對這次攻勢心
悅誠服： 「不是真路比利，不是鄧肯，也不
是柏加，普波域治把球交給了丹尼格連，

他真是一位厲害的教練。」湖人的新帥
迪安東尼仍未上任，他將在周六湖人

對太陽的比賽中執教，他在接受採
訪時表示，湖人應該更有信心，
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本錢贏得總冠
軍。

紐約人5戰全勝
另外，紐約人在同日的比

賽中以 99：89 擊敗主隊魔術
，以 5 戰全勝成為 NBA 至今
唯一一支保持不敗的球隊。
是役安東尼取得全場最高的
25分，是球隊的贏波功臣。

全明星賽陣容接受投票

周四常規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周五早上9時

周五早上9時30分

周五早上11時30分

主

籃網

馬刺

金塊

客

塞爾特人

紐約人

熱火

直播

now635台

now678台

馬刺小將絕殺湖人馬刺小將絕殺湖人

▼ 湖人的侯活（左二）被
數名馬刺球員嚴密防守

美聯社 ▼馬刺的丹
尼格連（右）
命中三分球
後非常高興
，防守他的
湖人球星高
比拜仁則一
臉無奈

美聯社

大埔防守實力弱
張寶春兩招自救

【本報訊】香港羽毛球隊的黃永棋和葉姵延昨天分別
在上海舉行的中國羽毛球公開賽男女單首圈賽事落馬。黃
永棋在男單面對泰國的般士，結果狀態不佳之下以13：21
、18：21 落敗；面對中國韓利的葉姵延則以 17：21、
20：22 惜敗。港隊女雙金牌搭檔潘樂恩／謝影雪以兩局
21：16淘汰中華台北的吳玓蓉／白驍馬，晉級次圈。

男單頭號種子、中國的諶龍在首圈迎來師弟喬斌，結
果以 21：16、21：11 輕鬆晉級。另一中國好手杜鵬宇則
在苦戰三局後，以 21：11、17：21、19：21 不敵印尼小
將索尼。同樣苦戰三局的王睜茗則以 21：14、17：21、
21：9險勝俄羅斯的伊雲諾夫。

女單方面，中國在本次賽事派出 11 位女將角逐女單
后冠，當中倫敦奧運冠軍李雪芮在首圈以 21：13、21：
11輕取師妹索敵，4號種子王適嫻在首圈同樣旗開得勝，
她以21：16、21：14擊敗新加坡的伏明天。

另外，倫敦奧運讓賽風波後一直未有參賽的于洋／王
曉理在女雙首圈輪空，她們今天會與隊友馬晉／湯金華爭
奪8強席位。

黃永棋葉姵延出局

港東亞杯足賽票價80元
■本報訊：12 月 1 日

至 9 日在香港舉行的東亞
杯足球賽第 2 階段外圍賽
，每個比賽天的票價已定
為 80 元及 20 元（優惠票

），與上月港足對馬來西亞的國際友誼賽看
齊，不過，東亞杯外圍賽 5 個比賽天俱為
「雙料娛樂」，香港足總暫定下周開始預售

門票。另外，來屆的省港杯仍維持兩回合制。

傑志列文代表巴國出賽
■本報訊：港甲足球隊傑志外援列文入

選最新一期巴基斯坦國家隊大軍，本周六踢
罷高級組銀牌半準決賽首回合後，將飛赴新
加坡匯合已赴當地集訓的國家隊隊友，下周
一代表巴基斯坦隊出戰新加坡，然後回港備
戰銀牌半準決賽次回合。

與傑志尚有逾半年合約的列文，被傳將
簽約加盟新加坡球隊內政聯，傑志總領隊伍
健經已否認，並謂球會、球員雙方都有興趣
簽新合約。

體操亞錦賽第三日中國隊獲2金3銀

劉榕冰體操鞍馬封后
■據新華社福建莆田十三日消息：在此

間舉行的第五屆亞洲體操錦標賽13日決出男
子自由體操、鞍馬、吊環、女子跳馬、高低
槓5個項目的冠軍，中國選手斬獲2金3銀。
在鞍馬項目上，劉榕冰獲得冠軍，紀練深與
日本選手並列亞軍；吳柳芳、黃慧丹包攬了
高低槓項目的前兩名，楊勝超在吊環項目上
收穫一枚銀牌。

劉榕冰和吳柳芳各自以6.4和6.6的難度
分完成了比賽，兩人的成績分別是14.900 分
和15.200 分。男子自由體操、吊環、女子跳
馬冠軍分別是日本選手白井健三、朝鮮選手
李思光和越南選手潘氏河清。

孫楊參加游泳亞錦賽
■本報訊：中國游泳隊的38名健兒昨天

抵達阿聯酋迪拜，參加今天起一連 3 天的第
九屆亞洲錦標賽。38名運動員包括倫敦奧運
會兩金得主孫楊、去年上海世界游泳錦標賽
100 米背泳冠軍趙青等 25 位奧運選手，這將
是他們今年最後一次參賽。葉詩文、劉子歌
、焦劉洋等都不會參加本次比賽。

▲張寶春（左）身先士卒參與訓練，
帶起球員的鬥心 本報攝

【本報訊】 「中國金花」李娜
及其好友、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
琪已確定出戰明年 1 月 7 日新賽季
的首個賽事─悉尼網球公開賽。
世界排名第 7 的李娜非常期待第六
次參加悉尼賽，她說： 「過去兩年
我在這裡成績都不錯，所以我真的
很希望再到那裡比賽。」

李娜在2011年於悉尼賽封后，
今年亦贏得亞軍，她回憶說： 「在
我的職業生涯裡，2011年的決賽是
我最好的經歷之一，當重返同樣的

比賽，你會看到一些老朋友，這種
感覺非常好。」

此外，國際網球聯合會近日表
示，正在考慮是否把在單車和田徑
項目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反興奮劑計
劃 引 入 網 壇 。 球 壇 的 兩 位 名 將
「瑞士球王」費達拿及英國的梅

利亦非常支持計劃，費達拿說：
「我們每年沒有做太多的血檢，

如果增加血液檢測次數，可以杜絕
（興奮劑）事件發生，我覺得沒有
問題。」

李娜參加悉尼網球賽

▲黃永棋狀態不佳，未能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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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消息
：馬刺憑主帥普波域治精心主導的
一次攻勢，在周二的NBA常規賽於
完場前 19.9 秒還落後 1分的情況
下，丹尼格連三分球破網，以84：82
成功絕殺湖人。

港足迫和大馬港足迫和大馬
責任編輯：蔡偉恆
美術編輯：符俊炫

【本報
訊】香港足

球代表隊縱有
東亞運金牌教

練金判坤走馬上任，以
署理主教練身份領軍，後防又有

「老大哥」陳偉豪、李志豪回歸，憑
藉對方後防 「送大禮」造就林學曦扳平
，作客 1：1 迫和馬來西亞，終結國際
賽連敗紀錄。

港足昨仗表現跟上月主場對馬來西
亞時頗相似，前半段似模似樣，但後半
段就開始欠缺章法，較可取的是在中後
場向馬來西亞球員積極施以硬朗的防守
，防線有李志豪回歸、陳偉豪復出也少
了錯漏。港足中場「大腦」林嘉緯上半場
傷出並且要到醫院接受檢查，要由鄭少
偉入替，但倚重邊路下仍組織到若干具
威脅的攻門，只是，59 分鐘一次防守
站位失誤，就讓主隊頭號前鋒沙利在盧

均宜與郭建邦之間的空檔，飛頂破門。
港足嘗試反撲，但進攻開始乏力，

中前場球員位置更是 「大兜亂」，麥基
不時退到中後場，首次入選港足的趙俊
傑就在末段獲得國際賽上場機會，入替
表現 「隱形」的鄭少偉，從而填補李志
豪被逐後的中堅空缺，運氣不俗的港足
更在 88 分鐘由林學曦把握主隊防守失
誤扳平，以首個國際賽入球為港足終止
連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