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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升上港甲首季即捧杯的
神話，對地區球隊南區來說或許已不再
遙遠。穩健的防守確保不失、具威脅的
死球戰術入球，魯賓的頭槌破門為南區
帶來4連勝，1：0勝大埔讓他們昨天在
高級組銀牌準決賽首回合先拔頭籌，但
主教練馮凱文暫未改變 「聯賽重於杯賽
」的態度，他表示，銀牌會否放手一搏
，還看本周六對橫濱FC（香港）的賽
果。

在青衣運動場 「主場」作戰的南區
，中鋒卡里爾的頭槌入球被誤判 「越位
」而無效，但大埔仍重複犯錯，讓魯賓
在69分鐘接應罰球，如鶴立雞群般跳頂
得手，延續南區自上月起的連勝紀錄。

1：0挫大埔
南區的嚴密防守，也令進攻表現如

「死火車」般難以撻的大埔無法扳平
，雙方明年1月6日在大埔運動場演次回
合。

南區昨仗雖然贏波，但該隊有葉頌朗在上周五觸傷膝部、陳銘
剛在昨天因傷缺陣，陳卓光也未傷愈，故馮凱文表示，球隊會否在
銀牌搏殺，要待周六之戰後方定奪，他說： 「希望傷兵問題在未來
一個月得到紓緩，但下周的足總杯恐怕要收起半隊正選。」

大埔球員昨臂纏黑帶，悼念一名在前天病逝的球迷，惜未能如
願取勝，總教練張寶春說： 「球員表現不算差，但就看不到想贏的
決心。對手的進攻板斧也就三兩道，但都在防守死球時 『走甩』人
，可說是咎由自取。」他重申，在防守中場或中堅位置有增援必要
，他說： 「以原班人腳繼續踢，只怕要等降班。」據悉，只要球會
拍板增援，人選有望在短期內落實，但大埔也有外援球員獲勁敵青
睞，提出借用。

科夫盼快點為港足效力
【本報訊】首度入選香港足球代表隊的加納裔球員科夫，本周將跟進其

特區護照的申請狀況，期望盡快完成申請程序並且獲批，趕及在明年2月開
始的亞洲杯外圍賽為港足披甲。

跟進特區護照申請狀況
已屆33歲的科夫，去年初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之後申請特區護照，但離

開天水圍飛馬後未有作跟進，他說： 「去年提交申請之後，我一直沒有去跟
進，下（今）周我會再處理相關手續。我熱愛港腳的身份，期望快點穿上香
港足球隊的紅色球衣，趕及參與亞洲杯外圍賽。」

南區近6仗僅失4球，防線表現有目共睹，科夫期望與魯賓能成為港甲數
一數二的中堅組合，他說： 「初合作時我們的表現實在差得不像話，隨我
們多了溝通，彼此互相認識，在場上就越見合拍，我也希望我倆會成為甲組
第1的組合呢。」

科夫認為，南區已有8成機會晉級銀牌決賽，變數只在次回合要客場作
戰，他相信以升班馬姿態奪冠成就南區神話，有助全隊提升信心，將來在甲
組立足。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五日消息：因為左膝十字
韌帶撕裂而缺席賽場超過九個月的西班牙 「金童」歷奇盧
比奧，於周六的NBA常規賽木狼主場對小牛一役復出，
他上陣18分鐘貢獻8分及9次助攻，協助球隊於加時後以
114：106擊敗對手，取得4連勝。

助木狼擊敗小牛
歷奇盧比奧於3月對陣湖人時重創，經過手術及長期

休養，他在周六的比賽復出，於後備登場時獲全場觀眾鼓
掌支持。雖然本季是首次出戰，但歷奇盧比奧表現不俗，
9次助攻冠絕全場。

完場前兩隊打成
102：102平手時，歷奇
盧比奧更有機會成為贏
波英雄，但他的壓哨三
分球未能命中，令比賽
進入加時。加時階段，
歷奇盧比奧只作壁上觀
，但隊友們一開始便打
出10：0攻勢，奠定勝
局。

歷奇盧比奧賽後對
自己賽季首勝感到滿意
，他說： 「重返賽場感
覺十分奇妙，我的膝蓋
沒有感到不適，我已經
100%康復了。」

【本報訊】據新華社伊斯坦布爾十五日消
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2012年國際泳
聯短池世界錦標賽第4天比賽的爭奪中，葉詩
文獲得女子200米個人混合泳冠軍，為中國隊
摘得第2枚金牌。

集多項榮譽於一身
面對匈牙利名將霍斯祖的衝擊，葉詩文以

2分04秒64奪得女子200米個人混合泳冠軍，並
打破了西班牙選手加西亞保持的2分05秒73的
賽會紀錄，她同時成為集世界紀錄、奧運會金
牌，長池、短池世錦賽金牌於一身的選手。霍
斯祖和英國選手米利分別以2分04秒72和2分07
秒12獲得2、3名。

吳鵬在男子50米蝶泳決賽中獲得第5；孫
曉磊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準決賽中成功突圍進
入決賽；劉子歌成功晉級女子100米蝶泳決賽
；趙菁以26秒11的成績晉級女子50米背泳決賽
，並刷新了自己保持的26秒27的賽會紀錄。

在男子100米個人混合泳準決賽的角逐中
，美國名將羅切特以50秒71的成績打破斯洛文
尼亞選手曼科奇於2009年在伊斯坦布爾創造的
50秒76的世界紀錄，創造了個人在本次大賽上
的第2個世界紀錄。

卜公奪首屆女子足總杯
▉本報訊：首屆香港女子足總杯

的決賽已於前晚舉行，卜公以4：0擊
敗西貢，成為盟主。公民在季軍戰以
同樣比分戰勝妍青。另外，本季女子
足球聯賽於前晚展開，大埔以1：0挫
多多思意。

飛馬鬥南華10元有得睇
▉本報訊：港甲足球隊太陽飛馬本周六在第9周聯賽

主場對榜首球隊南華，該隊實行 「賣大包」將票價劃一定
為10港元，以吸引球迷入場。另一方面，有傳明年1月
「轉會窗」重開後有意增兵的飛馬，向友會提出借用年輕

港腳。

中國女足熱身賽3連敗
■據新華社華盛頓十五日消息：中國女足與美國女足

的3場熱身系列賽於15日落下帷幕，中國雖然取得了本次
系列賽的首粒進球，但依然以1：4的懸殊比分不敵美國，
3戰全負。為中國取得進球的是韓鵬，她在45分鐘的近角
低射洞穿了美國的大門，結束了美國國際比賽409分鐘不
失球的紀錄，這也是中國在這3場比賽中取得的唯一一個
進球。

港輪椅劍擊隊增添銅牌
■本報訊：輪椅劍擊世界杯2012香港站昨天進行最後

一天賽事，港隊在男子佩劍（A級）憑張明仔增添一面
銅牌，金牌則由中國的田建全奪得。港隊在本屆賽事共獲
3金2銅，獎牌榜僅次於中國及俄羅斯，排名第3。

【本報訊】中國羽毛球隊新星諶龍及李雪芮
首次在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稱王封后。諶
龍及李雪芮分別在昨天舉行的男單及女單決賽擊
敗隊友，首嘗總決賽冠軍滋味。國羽在今次賽事
贏得男、女單以及女雙錦標。

連贏中國及香港站冠軍的諶龍，男單決賽遇
上隊友杜鵬宇延續強勢，首局他控制戰局，輕鬆
贏21：12。第2局，諶龍乘勝追擊，再贏21：13
，以局數2：0勝出。

王適嫻腰傷退賽
女單亦上演中國球手 「內訌」，李

雪芮對陣王適嫻，前者首局先拔頭籌贏
21：9。第2局，王適嫻腰傷復發戰至
4：15時退賽，李雪芮因此鎖定冠軍。

國羽在雙打賽事有悲有喜，張楠／
趙芸蕾在混雙決賽雖然先贏一局，但之
後連輸兩局，以1：2不敵丹麥的菲力臣
／佩森蒂。不過，國羽在女雙收穫冠軍
，于洋／王曉理決賽迎戰丹麥的佩蒂森
／卡米拉，順利以直落兩局勝出。男雙
則由丹麥的鮑伊／摩根森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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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龍李雪芮首度登頂

西 班 牙
「金童」歷奇

盧比奧久休復
出，對本季飽
受傷患困擾的
木狼而言絕對

是大好消息。木狼在陣容殘缺不全
的情況下仍能在西岸穩守前列，如
果一眾傷兵未來悉數 「歸位」，木
狼勢成聯盟一支不可忽視的黑馬。

開季流年不利
木狼本季流年不利，遭遇大幅

度的傷病潮，開季至今短短一個半
月，15名球員有9人曾經進入傷兵
名單，令球隊一直未能以最強陣容
應戰。不過，逆境中的木狼反而有
超水準的發揮，奇雲拿夫季初因傷
倦勤，復出後迅速成為球隊支柱；
列奴、保丁加、巴利亞等二線兵獲
委以重任後，都交出穩定的表現，
3人平均得分都達雙位數。

木狼陣中的東歐軍團演出更為
搶眼，黑山中鋒彼高域場均得分創
下職業生涯新高。俄羅斯 「孖寶」
奇里蘭高及舒夫特雖然本季才加盟

，但很快便融入球隊，前者場均貢獻13.5分、7.8個
籃板及3.3次助攻，回復 「全能戰士」本色； 「第6
人」舒夫特亦交出場均11分的數據。若然歷奇盧比
奧與一眾傷兵都能回復巔峰，如虎添翼的木狼，實
力肯定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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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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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南區主教練馮凱文（左）在周六之戰後，將決定球隊在銀牌的
取態 本報攝

▲科夫（右二）與魯賓（左二）的合作漸見純熟，令港甲對手們
頭痛不已 本報攝

▶▶南區中場蘭特南區中場蘭特
（（右右））力壓大埔的力壓大埔的
杜瀚滔杜瀚滔，，爭贏高空爭贏高空
球球 本報攝本報攝

▲木狼的歷奇盧比奧（左）外圍投射得手
美聯社

◀李雪芮（右）與王適嫻於領獎後
，笑得燦爛 新華社

◀葉詩文集世
界紀錄、奧運
會金牌，長池
、短池世錦賽
金牌於一身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