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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瀋陽三日消息
：記者從十二運瀋陽賽區組委會了解到
，經過兩年多的建設，40個全運場館已
經全部完工。從下月起，這些場館將陸
續迎來全運會前的各項測試賽。

據了解，在場館改造建設中，瀋陽
市堅持厲行節約，各場館建設方案均經
過嚴格審查，凡是搞豪華裝修、超標準
建設的項目全部剔除。

場館改造建設之初，就考慮為實現
賽後 「零閒置」，盡可能地提高綜合利
用率。比如，在22個比賽場館中，有8
個場館選在高校，賽後可供教學使用；
有5個場館選在遼寧省渾南訓練基地、
柏葉基地等專業體育訓練基地，賽後仍
由省、市體育專業隊伍訓練使用；棋盤
山鐵人三項賽場、小輪車運動場等5個

利用自然條件建設的賽場賽道，在全運
會後仍將保留，繼續發展區域特色體育
運動項目。

陸續迎來測試賽
隨全運會日益臨近，從下月開始

，部分場館將陸續迎來各項測試賽。其
中，東北大學劉長春體育館將承辦全運
會藝術體操比賽，計劃4月舉辦全運會
藝術體操測試賽。承辦劍擊比賽的瀋陽
航空航天大學體育館計劃5月舉辦劍擊
試驗賽。遼寧大學體育館承辦武術（套
路）比賽，計劃5月上旬舉辦測試賽。
瀋陽醫學院體育館將承辦全運會女子排
球比賽，計劃4月舉辦測試賽。瀋陽農
業大學體育館將承辦全運會跆拳道比賽
，計劃5月舉辦跆拳道測試賽。

【本報訊】前晚，備受矚目的中國
游泳奧運會冠軍孫楊與恩師朱志根的風
波出現轉機，前者在個人微博中發布了
一張與恩師的合影，經過證實，二人已
經和好如初。今天，孫楊將隨朱志根在
杭州恢復訓練。

今恢復訓練
據新浪體育消息，今年1月底，孫

楊被爆因談戀愛而影響訓練，與朱志根
產生矛盾，10年師徒情危在旦夕。隨後
，孫楊被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處罰。
春節後雙方關係依然沒有緩和，媒體還
曝出孫楊始終未有向恩師道歉的消息。

上月28日，朱志根在接受訪問時主
動釋放了和解信號，但前提是孫楊要滿
足他提出的3個條件：不能談戀愛；必

須嚴格遵守隊裡的各項規章制度；必須
作出深刻檢查。本月1日，孫楊從北京
飛回杭州，在機場他三緘其口，當天，
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李建設對媒
體表示，接下來孫楊肯定不會回北京訓
練了，他當時還透露事情正在向好的方
向發展，他說： 「我相信明天就會有轉
機。」

馬龍取世乒賽入場券
■本報訊：馬龍取得 「

直通巴黎」世乒賽的男單參
賽資格。中國乒乓球男隊第
三階段世乒賽選拔賽昨天繼
續在鎮江舉行，第三組的馬

龍、馬琳及閻安爭奪一個出線席位。馬龍對閻安
的比賽雖然先輸兩局，但最終反勝3：2；對馬琳
的關鍵戰，馬龍亦率先落後，但再次上演逆轉好
戲而贏3：1，兩戰全勝下，取得第3張世乒賽入
場券。

國羽包辦男雙冠亞軍
■本報訊：中國羽毛球隊在德國公開賽提前

鎖定男雙冠軍，柴咲／洪煒及劉小龍／邱子翰兩
對組合都在4強中勝出，順利會師決賽，包辦男
雙的冠、亞軍。中國在男、女單及女雙都取得決
賽一席，頭號種子諶龍在男單4強以21：8、21：16
淘汰師弟喬斌，決賽會對印尼的的蘇吉亞托；女
單2號種子王儀涵在4強擊敗韓國的成池鉉，將與
德國的申克爭冠；女雙中國的馬晉／湯金華取得
決賽席位。

拿度祖高域各自稱王
■綜合外電二日消息：西班牙球手拿度贏得

他傷愈復出後第2項錦標，他於周六上演的墨西
哥網球公開賽決賽對陣同胞費拿，輕鬆以6：0、
6：2勝出，是他歷來第38個泥地賽冠軍。另外，
世界排名第1的塞爾維亞球手祖高域，在迪拜公
開賽第4次稱王，他於周六舉行的決賽，以7：5
、6：3擊敗捷克的貝迪治。

艾倫衛冕海口賽錦標
■本報記者張曉陽海口三日電：北愛爾蘭球

手艾倫成功衛冕海口世界桌球公開賽錦標。艾倫
於今天進行的19場10勝的決賽面對威爾士球手史
蒂文斯，前者先聲奪人，開賽後便連贏4局，首
節完成後以6：3領先。比賽重開後，艾倫延續佳
態，多次上手後領先9：4。關鍵的第14局，史蒂
文斯防守犯錯，艾倫打出單桿68分再下一城，鎖
定10：4勝局蟬聯錦標。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
國二日消息：繼日前做出 「
大三雙」後，公牛中鋒J諾亞
於周六的NBA常規賽再度有
搶眼演出，面對另一東岸球
隊籃網，J諾亞貢獻21分、10
個籃板、5次助攻及4次封阻

，協助球隊主場以96：85擊敗對手。

延續佳態破籃網
J諾亞於周四對76人的比賽，取得23

分、21個籃板及11次封阻的 「大三雙」

，成為球隊贏波功臣；在周六的比賽，J
諾亞延續佳態，全場13射10中，得分、
籃板、助攻及封阻4項數據都位居全隊之
首。隊友穆罕默德大讚J諾亞在主將羅斯
養傷時期，逐漸成為球隊的領袖。

除了J諾亞之外，另一內線球員保沙
亦表現不俗，攻入20分之餘，亦交出職
業生涯新高的5次偷球。籃網的布魯克盧
比斯今仗有22分收穫，但球星隊友達朗
威廉士全場12射僅得4中，只有14分進帳
。公牛贏波後，以半場之差力壓籃網而
升上東岸第5位。

周一常規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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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

3月5日

3月9日

3月10日

註：只列甲組

對賽球隊

拉迪恩對晨曦

流浪對傑志

晨曦對南華

橫濱FC（香港）對大埔

太陽飛馬對屯門

賽事

亞協杯

足總杯

足總杯

足總杯

足總杯

場地

馬爾代夫

深水埗運動場

旺角大球場

小西灣運動場

元朗大球場

時間

晚上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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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諾亞再成公牛功臣

拉迪雲絲卡禾琪今獻技
【本報訊】網壇美女波蘭的拉迪雲絲卡及 「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今天在香港獻技，兩名球
手將在亞洲國際博覽館出席 「法國巴黎銀行網球
名將交鋒」表演賽，球迷可近距離欣賞頂級網球
賽事。（now636及660高清台今晚7時30分直播）

博覽館對壘
今次賽事原定由 「中國金花」李娜對陣禾絲

妮雅琪，但由於前者在澳網扭傷後仍未康復，故
她無奈退賽，該名中國球手亦在昨天宣布退出即
將舉行的印第安韋爾斯公開賽。雖然香港球迷無
緣目睹李娜比賽，但賽事戲碼同樣極具苗頭。拉
迪雲絲卡現時世界排名高踞第4位，比李娜還高
一位；禾絲妮雅琪以往多次來港參加香港精英賽
，但今次賽事移師至博覽館舉行， 「丹麥甜心」
要重新適應。

女單賽事開打前，晚上7時45分會先由兩位
男子網球名宿蘭度及麥根萊進行表演賽「暖場」。

【本報訊】在港甲足
球聯賽角逐已是第9季的
公民，繼2005年至06年球
季後再深陷護級危機，該
隊昨以0：1負南華後，較
榜末的晨曦多踢一場、多

一分之下排名第9，但就成為失分最多的一隊。
公民行政總監貝可泓強調，全隊要樂觀面對艱難
時期，他說： 「太多負面想法，『黑氣』不會走。」

公民昨仗表現不算差，還踢出節奏明快的足
球，相反，南華進攻予人 「欲速則亂」的感覺，
但憑伊達罰球踢到門前、雙方球員大漏下皮球進
入網窩而取勝，該隊還有祖爾射中門楣，全取三
分後續以不敗姿態在聯賽保持4分領跑的優勢。

貝可泓：命運掌握自己手
公民在7年前試過踢到最後一周才告 「上岸

」，這次再面臨護級危機，貝可泓強調 「命運掌
握在自己手上」，他說： 「往後幾場聯賽我們有
能力取分，全隊要對自己有信心，要捱過這段艱
難期，做好未來幾仗的部署，只要盡本分，毋須
太擔心護級。」

昨天另一場聯賽，流浪與大埔開賽未夠10分
鐘便各入一球，基奧雲尼為流浪先拔頭籌，安基
斯就為主隊扳平，雙方最終各一言和。

【本報訊】香港足總已拒絕菲律賓足總安排兩地代
表隊在本周於菲國踢國際友誼賽的邀請，但港足總已反
建議對方派國家隊6月來港與港足作賽。

菲律賓足總兩周前邀請港足本周到該國比賽，作為
菲律賓國家隊出戰亞洲足協挑戰杯外圍賽的備戰，但未

能成事。
港足署理主教練金判坤昨解釋： 「本地比賽賽程頻

密，傑志也要踢亞洲足協杯，很難安排港足作客比賽，
況且對方兩周前才作出邀請，似乎比較遲。」金判坤期
望稍後能安排港足與菲律賓交手，據菲國傳媒報道，港

足總已邀請菲律賓國家隊6月到港比賽。

明與飛馬 「拍跳」
本月22日在主場出戰亞洲杯外圍賽對越南的港足，

明晨將與港甲球隊太陽飛馬 「拍跳」。

港足邀菲國6月友賽

公民深陷護級危機
據悉，3支港甲區隊聯署予曾德成

的信函中表明，若政府未來沒有 「合理
資助」予港甲區隊，大埔及南區將向足
總申請退出甲組，屯門也會考慮仿效。
陳平表示： 「大埔、南區的立場已很清
楚，就是我們（財政）已經頂不順了，
如果你（政府）不願資助，我們就不玩
了，地區人士的 『人情卡』我們已經 『
碌』爆，不想再 『碌』。」

3至4成都 「收貨」
陳平透露，政府雖有意增加對港甲

區隊的資助金額，但3支區隊向地區民
政專員或相關人士 「探路」後，得悉政
府可能只加每年20萬港元資助額，他說
： 「現在每年有60萬元資助額，加到80
萬，真是 『多謝』。」他續說，3支區
隊心目中的 「合理資助」，最理想是政
府、球隊各負擔一半班費，他說： 「最
好政府能資助一半，做不到就酌量減少
，3至4成都可以接受。」

曾德成上月曾撰文提及 「願見更多
地區足球隊打響名堂」，3支港甲區隊
期望政府部門不要閉門造車，安排會議
與3支區隊代表見面。

要求政府資助一半班費

【本報訊】港甲地區足球隊大埔、南區與屯門上周致聯署信予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表達地區隊對政府支援的訴求，據悉，3支球隊同時下了通牒，其中大埔
及南區表明如政府未能提供 「合理資助」 ，將向香港足總申請來季起退出港甲。大
埔秘書長陳平昨表示， 「合理資助」 是指政府能資助每季一半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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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的沙恩（左）力壓公民球員古斯達禾，
頭槌攻門 本報攝

▲伊達（右三）昨為南華奠勝 本報攝

港甲區隊發退出通牒港甲區隊發退出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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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中鋒公牛中鋒JJ諾亞諾亞（（右右））在籃網球員布魯克在籃網球員布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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