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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
新社上海二十五日消息：24 日
夜，礦工出身的雲南拳手熊朝忠
創造中國拳擊歷史──挑戰世界
WBC 迷你輕量級世界拳王金腰
帶成功，成為首個中國 「出產」
的世界拳王。

24 日夜，熊朝忠以出色的
防守、犀利的反擊，鏖戰 12 回
合，以點數優勢擊敗了墨西哥
拳王馬丁內斯。整場比賽無比
艱辛。

昆明體育館現場上萬名觀眾
一直在為熊朝忠熱情吶喊。賽後
，不少世界拳擊理事會、亞洲拳
擊理事會及業內資深人士都對熊
朝忠豎起大拇指，稱讚其取得的
成功絲毫不亞於劉翔、姚明、李
娜創造的奇迹。

6年時間驚人蛻變
熊朝忠僅用6年時間就完成

了從拳擊的門外漢到世界冠軍的
驚人蛻變，其成就令人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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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上海二十五
日消息： 「中國 vs 世界」乒乓球挑
戰賽 25 日在上海結束，以新生代國
手丁寧、許昕領銜出戰的中國隊4戰
零封世界聯隊。

帶着 24 日盤分 2：0 的領先優勢

，中國年僅18歲的小將陳夢當日3：
1擊敗羅馬尼亞的新科世界杯亞軍薩
瑪拉，17 歲的朱雨玲也以同樣比分
逆轉新加坡的倫敦奧運會女單季軍馮
天薇，為女隊鎖定了勝利。

男團方面的最後兩場比賽分別在
許昕和梅茲、王勵勤和奧恰洛夫之間
進行，結果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 「90
後」上海國手許昕以 3：1 擊敗丹麥
31 歲的老將，王勵勤則以 3：2 險勝
24歲的德國乒球中流砥柱。

在前一天進行的4場比賽中，作
為上一代國乒男隊領軍人物的王勵勤
／馬琳以 3：1 擊敗德國頂尖組合波
爾／奧恰洛夫，北京奧運男單冠軍馬
琳二度出場又以 3：1 擊敗老對手波
爾；女隊方面，馮天薇與薩瑪拉2：
3惜敗於陳夢／朱雨玲，韓國老將金
景娥則以1：3不敵世界冠軍丁寧。

四屆賽事勝出3次
至此，第四屆國際乒聯經典挑戰

賽，第三次以中國隊的勝利宣告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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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甲歷史最悠久的杯賽──銀
牌賽上季起改為兩回合制（決賽除
外）、足總本季增設一項視為亞洲
足協杯資格賽的杯賽，兩項制度的
改變，都減少強隊遭逢爆冷、有更
大機會獲得亞協杯參賽席位。不過
，銀牌改制仍阻不了抽籤結果造化
弄人，另一方面又有傳香港的亞協
杯席位或將被削減，亞協杯資格杯
賽隨時變 「雞肋」杯，可說人算不
如天算。

兩回合的賽制，確實令弱隊不
能再憑爆冷贏一場而晉級，但近兩
屆比賽個別強隊提早 「下馬」、弱
隊得以踢入4強，甚至如本屆會有
大埔或南區歷史性入決賽，抽籤便
成為決定性因素。

強隊銀牌賽早相遇
上季，聯賽前三名的南華、傑

志及天水圍飛馬在銀牌就於同一條
線鬥過你死我活。本屆銀牌傑志與
南華早早在8強相遇，如此結果，
在保障強隊有更大機會於決賽碰頭
的前提下，可說人算不如天算了。

如果足總仍想改例，避免強隊
過早相遇，那不妨學 NBA 以常規
賽排名決定季後賽對賽的方式，以
上季聯賽排名編配杯賽排位，便可
讓聯賽冠、亞軍球隊分列上、下線
，避免在首仗就對陣，若嫌仍不夠
穩妥，那不如再加入雙淘汰賽制。

近日有消息傳出，說明年亞洲
聯賽冠軍杯、亞協杯的席位分配有
所改變，港甲由於評分低，加上亞
冠杯附加賽負方不會降到亞協杯參
賽，導致泰國、印尼、越南可取盡

兩個亞協杯名額，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亞協
杯席位就會變成正賽一席、附加賽一席，參
賽席位變相被削減。

如以上說法屬實，那麼足總今年增設、
季尾舉行的亞協杯資格杯賽便吸引力大減
，畢竟，打生打死只拿到 1 個亞協杯附
加賽名額，並不划算。如此一來，這個
資格杯賽就如同 「雞肋」，對構思這
項杯賽的人來說，又是人算不如
天算。

一得之見
【本報訊】綜合外電達拉

斯二十四日消息：西岸勁旅湖
人於周六的 NBA 常規賽，作
客以115：89大破小牛，取得
開季以來首場作客勝仗之餘，
亦報卻揭幕戰主場不敵小牛之
仇。

作客大破小牛
此前客場連輸兩場的湖人，今仗表現

反彈，上半場已遙遙領先二十七分，最多
更曾拋離對手三十七分之多。湖人勝出關
鍵是準繩的三分球及出色的防守，球隊三
分球命中率高達54.5%，包括慈世平7射5
中。此外，湖人今仗防守緊密，小牛投射
命中率僅得
37%，而且
籃板球數字
以 39： 61
大幅落後。

湖人主
帥迪安東尼
在第四節收
起主力，高
比拜仁、慈
世平及後備
的占美臣同
得 19 分 ，
後者更摘下
15 個 籃 板
。湖人中鋒
侯活認為，
隊友齊心協
力是贏波的
主要原因。

維特爾排位好過阿朗素
■綜合外電巴西二十四日消

息：世界一級方程式賽車（F1）
收官戰巴西站24日在聖保羅市的
英特拉格斯賽道進行了排位賽，
麥拿侖的兩名英國車手咸美頓和

巴頓分獲前兩位，期待最後決戰的車手總冠軍爭奪者
維特爾和阿朗素分列第4和第8。在巴西站之前的19
站比賽結束後，紅牛車隊德國車手維特爾積273分，
領先排名第2的法拉利車隊西班牙車手阿朗素十三分
。志切奪取車手總冠軍3連冠的維特爾，只要在今站
躋身前四名，無論阿朗素成績如何，前者都將奪冠。

麥基迪CBA首秀落敗
■本報訊：前NBA名將麥基迪登陸中國男子籃

球職業聯賽（CBA）首戰交出34分、9次助攻及8個
籃板的耀眼紀錄，但在最後時刻被對手搶斷，給福建
潯興的蓋恩斯有機會射入絕殺的壓哨三分球，麥基迪
於CBA首秀遂告輸波，其效力的青島雙星以92：95
不敵潯興。潯興的香港球員羅意庭也有正選上場，投
入9分。

黃蘊瑤環沖繩賽獲亞軍
■本報訊：在昨天舉行的環沖繩單車賽，香港隊

女車手黃蘊瑤在國際女子100公里賽獲得亞軍，男子
公路隊則有楊英瀚、何柏爾踩入 15 人領先小組，前
者衝得第4名，後者獲第12名。

港桌球手全數高奏凱歌
■本報訊：世界業餘桌球錦標賽在香港時間昨天

凌晨於保加利亞開賽，首天出戰的香港球手都取得開
門紅。曾在英國參與龐汀斯職業賽的李俊威，更以局
數 4：0 連贏兩場男子組分組賽，另一名港將區志偉
也旗開得勝。女子組，吳安儀、余晶晶與蘇文欣俱在
首場分組賽以局數3：0獲勝。

【本報訊】聯賽與銀牌8強首回
合贏傑志1：0，昨於次回合作客0：0
和波從而淘汰老對手，南華3戰未失
一球下 「三氣傑志」，拿下銀牌最後
一個準決賽席位。南華隊長李志豪表
示，由中前場展開防守而減輕防線壓
力，是球隊本季成功之道。

平日訓練的對抗性與速度，恰好
投射在兩隊昨仗的表現上。首回合輸
0：1 的傑志，理應是昨仗主動的一
方，但該隊在南華壓迫下，難以組織
有威脅的攻勢，長傳至對手兩閘 「盲
眼位」作邊路進攻，又因南華的文彼
得、郭建邦表現稱職而難有作為，反
而南華中場施壓、搶斷後展開反擊，
常做成人多打傑志人少的局面，李康
廉在比賽末段頭槌中楣，更差點助南
華本季 3 挫傑志。兩回合計贏 1：0
的南華，準決賽將對公民。

成功之道中前場展開防守
李志豪認為，球隊改由中前場開

展防守，是本季至目前仍未輸過波
的基石，他說： 「以往是後防、前
面各有各踢，但本季防守變得更整
體，由中場開始去做，防線承受的
壓力減少，也因為這樣，我可以更
放膽上前參與進攻，不用背負太多顧
慮。」

傑志總領隊伍健則積極面對失利
，他說： 「球隊比首回合有進步，證
明教練部署有效。上季我們輸了銀牌
，但取得其他錦標，本季也向着這方
向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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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完勝世界聯隊熊朝忠成中國首個世界拳王

▲熊朝忠（左）僅用6年時間，便完成了從拳
擊的門外漢到世界冠軍 新華社

▲左起：馬琳、許昕及王勵勤，是
中國隊稱王功臣 新華社

南華淘汰傑志晉4強

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

12月1日

對賽球隊

關島對香港

中華台北對朝鮮

賽事

東亞杯

東亞杯

場地

旺角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時間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10分

▲傑志球員羅志焜（右）橫身剷跌南華的積施利 本報攝

▼南華左閘郭建邦（右）搶截時如狼似虎，傑志的前世青 「金靴
」 干拿高也要退避 本報攝

男單決賽由世界排名首兩位球手對決，
諶龍排名雖然較低，但在全場爆滿的觀眾打
氣下，比賽中不落下風。首局，諶龍多次落
後，但中段反超前後順利保住優勢贏21：19
。次局，諶龍乘勝追擊，開局一度領先7：3，
雖然李宗偉中段曾反先13：12，但諶龍之後
連取四分，並以21：17再下一城，贏得冠軍。

謙虛回應林丹接班人問題
上次兩人交鋒是在倫敦奧運，當時李宗

偉 4 強贏波。對於今次成功復仇，諶龍說：
「我未想過比賽會贏，但我知道有實力戰勝

他（李宗偉）。」諶龍認為自己比奧運時更
成熟，亦更能掌握比賽，是勝出的關鍵。被
問及自己是否林丹接班人，諶龍謙虛表示，

自己視林丹、李宗偉等好手為榜樣，會向他
們多多學習。

女單決賽是倫敦奧運的翻版，中國的李
雪芮再次與王儀涵 「內訌」。李雪芮首局贏
21：12。次局領先 11：3 時，王儀涵因為右
腳膝傷惡化而宣布退賽，首次來港參賽的李
雪芮遂繼奧運後再次戰勝王儀涵封后。

除了李雪芮，另外三對倫敦奧運雙打金
牌得主昨天亦順利掄元， 「風雲組合」蔡贇
／傅海峰在男雙決賽以21：16、21：17擊敗
馬來西亞的古健杰／陳文宏；女雙決賽，田
卿／趙芸蕾以22：20、14：21、21：17戰勝
隊友王曉理／于洋；混雙冠軍戰，張楠／趙
芸蕾以21：17、21：17，繼奧運決賽後，再
次擊敗隊友馬晉／徐晨。

擊退李宗偉 男單奪魁

▲香港羽毛球總會會長湯恩佳（前排中）
等頒獎嘉賓，與諶龍（後排右）及李宗偉
（後排左）合照 本報攝

【本報訊】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男單
決賽上演巔峰對決，中國新銳諶龍以直落兩
局21：19、21：17擊敗世界 「一哥」 、馬
來西亞的李宗偉。諶龍首次在香港奪冠，並
報卻倫敦奧運會4強輸波之仇，難怪他賽後
興奮莫名，不單親吻球衣上的國旗，更將球
拍拋上觀眾席，發出勝利的咆哮。國羽並順
利奪得女單，男、女雙及混雙冠軍，連續第
二年包攬全部五項錦標。

諶龍發出勝利咆哮諶龍發出勝利咆哮
▲李雪芮（右）與王儀涵（左）於
領獎後，笑逐顏開 本報攝

▲諶龍在賽事中奮勇救球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