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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九日消息：火
箭遭逢3連敗。火箭周一在第三場作客之旅面
對爵士，結果主將夏登因重感冒影響發揮，林
書豪獨力難支下，火箭以91：102不敵主隊。
林書豪賽後不再被傳媒包圍，他開心地說：
「現在我的生活非常低調，這很美妙，因為這

給予了我提升實力的空間。」
夏登今仗的進攻慾望非常弱，他雖然3

個罰球全中，但只得6分，下半場更沒有上
場，可見感冒對他的影響很大。夏登下半
場的缺陣，令林書豪再度掌握控球權，雖
然他交出數次助攻，全場共得13分和6個
籃板，但火箭落後太多，第四節比賽成了
垃圾時間，最終火箭以11分之差落敗。

賽後林書豪沒有攝影機追拍，也沒有
保安人員圍繞，與 「林瘋」 時代被爭相圍
訪截然不同，林書豪說： 「現在我的生活
真的非常低調，也很平靜，我出門的時候
不再需要偽裝自己。」 他補充道： 「對我
來說，最美妙的事情就是遠離鎂光燈，這
給我空間提升自己的實力，經歷那些成長
的煩惱後，我需要學習的還有很多，這樣
才能變得更好。」

【本報訊】缺席了香港足球代表隊對上兩場國際賽的港足首席射手
陳肇麒，回歸球隊首課練習被署理主教練金判坤的體能訓練操到腳軟，
陳肇麒表示，踢罷中甲球季後已放假3周，狀態欠佳下或要在東亞杯第
二階段外圍賽首兩仗擔任後備。

金判坤昨於港足復操首課安排具強度的體能訓練，部分港腳練得一
臉苦相，3周以來首次練習的陳肇麒更滿頭汗，練掌上壓已應付得吃力
，蛙跳加衝刺的環節更獲 「恩准」打五折，他在分隊賽剛開始時控、傳
都有失誤，待掌握節奏後表現有改善，不乏入球。陳肇麒訓練後表示：
「這是我10月底放假以來首次練習，狀態一定不好，我會跟教練（金

判坤）談一下東亞杯第1、2場是否先做後備。」
陳肇麒認為，金判坤仍是 「鐵腕治軍」，但比過往 「多跟球員溝通

，有商有量」，金判坤也尊重陳肇麒自行加操的計劃說： 「我跟肇麒談
過給他加操的想法，但他有自己的準備計劃，我願意提供協助。肇麒今天
（周二）的表現已比我預期理想，希望他在東亞杯能回復到8成狀態。」

金判坤爭取高梵助陣
金判坤正嘗試聯絡返回加納的港腳高梵，爭取該名前鋒下周回港報

到，他說： 「如果高梵夠狀態，我需要他為港足出戰強隊。」傑志、公
民港腳昨晨獲准放假，港足今晨藉友賽橫濱FC（香港）模擬對關島、
中華台北，陳肇麒說下周六對手關島不容輕視： 「以前對關島，可能行
住踢都贏，現在就必須用力跟他們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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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登感冒夏登感冒 火箭火箭33連敗連敗
林書豪無被圍訪反感美妙

今天焦點賽程
時間

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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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時50分

晚上8時30分

晚上9時50分

項目

男單

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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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雙

男單

對賽球手

李宗偉（馬來西亞）

王琳（中國）

葉姵延（香港）

潘樂恩／謝影雪（香港）

胡贇（香港）

般士（泰國）

顧娟（新加坡）

成池鉉（韓國）

包宜鑫／湯金華（中國）

杜鵬宇（中國）

【本報訊】世界冠軍、中國羽毛球隊的王
琳久休復出，時隔三年再戰香港公開賽。因膝
蓋和腳踝傷患而錯失多項大賽的 2010 年世錦
賽冠軍王琳，昨天再度亮相香港公開賽，她在
女單外圍賽連過兩關，獲得正賽席位。王琳表
示，希望可以盡快不用再從外圍賽打起。

23歲的王琳於2010年和2011年兩度受傷
，膝蓋和腳踝的傷患令她錯過不少賽事。更從
世界排名第 1 滑落到今天的 69 位，王琳因而
需要在外圍賽中爭奪正賽席位，樂觀的她說：
「這給了我熟悉場地的機會。」雖然如此，但

她仍希望自己可以盡快提升世界排名，不用再
參加外圍賽。王琳昨在外圍賽未受到考驗，在
對俄羅斯的迪莫娃和香港的蒙筠怡均以局數
2：0 獲勝，她今天在正賽與新加坡名將顧娟
爭奪次圈席位。

賽事的女單頭號種子、中國的王儀涵及2
號種子、中國的李雪芮亦將在今天的比賽中亮
相，前者會與日本的今別府香里交鋒；李雪芮
則會和新加坡的伏明天對壘。

男單方面，中國的諶龍今天首圈對印尼新
秀德祖勞，馬來西亞的李宗偉則對泰國的般士。

伍家朗和李晉禧於月初的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男雙勇奪
金牌，兩人在去年的香港公開賽亦成功躋身正賽，但今屆
再度出征卻在外圍賽次圈被強敵淘汰，港隊總教練何一鳴
亦感到非常可惜。何一鳴早前曾表示，在完成世青賽任務
後，伍家朗和李晉禧將會拆夥，前者將會專注於男單項目
，後者則會繼續留守雙打項目。故今屆香港公開賽亦是兩
人拆夥前的最後一個比賽。何一鳴說： 「他們落敗當然可
惜，無疑對手的經驗的確較他們優勝，此後伍家朗將會專
注於單打項目，希望他能再作突破。」

伍家朗失利雙打後，在男單外圍賽次圈取得兩連勝，
個人首度躋身正賽。伍家朗說： 「雖然雙打落敗頗為遺憾
，但能躋身正賽也算是一個好的開始。」其餘獲得正賽資
格的港隊成員分別為男單的陳仁傑，女雙的曾穎昭／吳詠
瑢、張櫻美／袁倩瀅和石曉瑤／楊燚旂。

胡贇今戰杜鵬宇
港隊的 「一哥」胡贇和 「一姐」葉姵延今晚將分途迎

戰強敵，胡贇與中國的杜鵬宇交手，葉姵延則會再逢老對
手、韓國的成池鉉。

▼火箭的林書▼火箭的林書
豪豪（中）（中）在爵士在爵士
米米薩（左）的薩（左）的看看
管下單手投籃管下單手投籃

路透社路透社

伍家朗首入男單正賽伍家朗首入男單正賽
與李晉禧男雙次圈失利與李晉禧男雙次圈失利

【本報訊】香港羽毛球隊昨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的香港公開賽
外圍賽贏得5個正賽席位。當中在去年第七屆城運會男單奪金的香港小
將伍家朗，雖然和搭檔李晉禧於男雙外圍賽次圈失利，但前者在男單

仍以兩連勝首度殺入正賽，為自己的單打生涯譜下一個好的開始。

王琳過兩關今對顧娟

【本報訊】近況大勇的香港單車隊
新一代 「爬山王」蔡其皓，繼環太湖賽
獲大中華車手冠軍後，在昨日落幕的首
屆環福州國際公路單車賽更是個人總冠
軍、亞洲最佳、大中華最佳3項冠軍加
身，並攬下衝刺、爬山積分排名雙亞軍
，成為賽事的大贏家。

昨在4秒領先優勢下出戰最後一站
的蔡其皓，獲隊友全程護航，港隊採取
了車手在主車群前列領騎，控制對手的
戰術，全程盯緊唯一能威脅蔡其皓的台

灣 RTS 車隊車手、愛爾蘭人麥大衛，
蔡其皓也發揮其強勁的爬坡能力，在最
後的一段坡路與捷克 ASC 車隊車手卡
歷突圍，競逐分站錦標，雖衝刺不及對
方而僅負獲分站亞軍，但無礙其登上總
冠軍寶座，同時成為賽事的亞洲最佳、
大中華最佳車手，這也是港隊在今個賽
季首項錦標。

在 3 站賽事收穫 1 冠 1 亞，並且奪
得總冠軍的蔡其皓，合共收穫 57 分亞
洲巡迴賽積分，及逾16000美元獎金。

環福州公路單車賽

蔡其皓獲總冠軍

▲王琳重返賽場，仍獲不少
粉絲支持 本報攝

▲港羽球好手伍家朗勇挫強敵，首度
晉身港公開賽男單正賽 本報攝

▲港羽選手伍家朗（右）和李晉禧未能在拆夥前最後一項賽事
再殺入正賽 本報攝

昨回歸港足首課練體能

陳肇麒操到腳軟

▲ 金判坤（右）與陳
肇麒討論訓練安排

本報攝

▼陳肇麒（中）在
蛙跳練習獲優待，
只練三次就可小休

本報攝

【本報訊】東亞杯女子足球賽第二階段預賽昨日在深圳開踢，被視為 「魚腩」
的香港女足首戰死守逾半小時才被中國女足破門，中國女足最終只贏6：0，港女
足已是雖敗不辱。

是次賽事共四隊，採單循環賽制，只有冠軍可以晉級決賽周，中國女足主教練
郝偉賽前已明令對香港要多入球爭取得失球差的優勢，昨仗更派上了昔日 「鏗鏘玫
瑰」成員、有女足世界杯亞軍經驗的老將浦瑋上陣，不
過，鬥志甚佳的香港女足，仍捱到 35 分鐘因為龍詠欣
禁區內剷跌馬曉旭而輸 12 碼球，馬曉旭也藉此為中國
女足開紀錄。全場有5次攻門中柱或中楣的中國女足，
到比賽最後30分鐘才拉開比分，馬曉旭射入個人第2球
，加上王晨 「梅開二度」，以及浦瑋、王姍姍的入球，
以6：0取勝。

另一場比賽，澳洲 7：0 大勝中華台北，暫居四隊
中首位。

姜華珺替補參加總決賽
■本報訊：國際乒聯昨日公布下

月6日至9日在杭州舉行的職業巡迴
賽總決賽參賽球手名單，在入圍女單
的新加坡球手李佳薇放棄角逐下，香
港女乒的姜華珺以替補身份頂上，女

單項目港乒隊將有兩人參賽，另一人為帖雅娜，港乒隊其
餘參賽球手是男單的江天一，李皓晴與姜華珺出戰女雙。

中國隊參賽球手分別是男單球手許昕、王皓、馬琳
，女單球手陳夢、劉詩雯、丁寧。

列文認有興趣轉戰星洲
■本報訊：效力港甲足球隊傑志的巴基斯坦國家隊

中堅列文承認，獲多支亞洲的球會斟介，但目前未有接
受任何新聘約。據新加坡《新報》報道，跟傑志還有逾
半年合約的列文，前晚在巴基斯坦作客新加坡的比賽後
表示： 「有亞洲球會對我感興趣，當中包括新加坡球會
。我一直都想嘗試在不同聯賽的球隊效力，當然我對轉
戰新加坡感興趣，就看未來的1個月會發生什麼事吧！」

菲比斯全美最佳男泳手
■據新華社華盛頓十九日消息：美國游泳協會 19

日揭曉了美國泳壇的 「奧斯卡」──金泳鏡獎獲獎名單
，菲比斯和富蘭克林分別當選 2012 年度全美最佳男、
女游泳運動員。菲比斯是第四次獲該項殊榮，他在倫敦
奧運上4金2銀的優異表現使得他毫無爭議地成為最佳
男運動員。年僅 17 歲的小將富蘭克林憑藉倫敦奧運會
上4金1銅的成績，連續第二年獲得最佳女運動員稱號。

中國女足6球大破港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