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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節過後只落後6分的木狼，
第4節初段尚能保持這個差距，直
到比賽尚餘8分12秒結束時，持球
進攻的韋阿倫憑力量上的優勢擺脫
巴利亞防守，更令對方失平衡，後
者遂報復性將韋阿倫撲倒在地。球
證先吹罰巴利亞1級蓄意犯規，但
翻看影片後改判2級蓄意犯規，將
巴利亞罰出場，木狼主教練艾特文
提出抗議也被判技術犯規。

木狼巴利亞犯規被逐
對主隊木狼雪上加霜的是，舒

夫特投進的3分球被球證認定起手
時犯規而判無效，現場觀眾頓時噓
聲四起，木狼球員也因為連番爭議
判決而亂了方寸，熱火趁機打出一
波16：5的高潮奠定勝局，最終以
16分之差獲勝，球隊25年歷史中首
嘗15連勝滋味。

錄得30分、10次助攻、7個籃
板的熱火後衛華迪表現堪稱全能。
左膝痠痛仍賣力作賽的勒邦占士為
球隊貢獻20分及10個籃板球，他在
賽後表示： 「每當你有機會創造一

項紀錄的時候，球員都會有極好的
感覺，現在我們想繼續前進，想贏
得每場比賽。」

艾特文對球證的判決有微言，
他說： 「我認為球證至少應該解釋
他們的判罰，而不是像目前這樣全
無解釋。這是場富競爭性的比賽，
但這樣的判罰破壞比賽的精彩性。
」木狼內線是役有奇里蘭高、奇雲
拿夫、彼高域缺陣，進攻火力大減。

紐約人周一晚有主力安東尼在
第2節扭傷被迫退下火線，但作客
以102：97擊敗騎士，結束了此前
客戰騎士連輸10場的尷尬。

▲熱火 「大帝」 勒邦占士（中）在膝蓋痠痛的困擾下，
仍能在木狼球員謝拉巴尼（左）與G史添斯馬包夾下
投籃 美聯社

▲木狼後衛巴利亞（左）不理智地向韋阿倫報復性犯規
，結果被逐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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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木狼刷新隊史紀錄挫木狼刷新隊史紀錄

熱火熱火 連勝連勝15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四日消息：衝動是

魔鬼！木狼後衛巴利亞周一晚，在NBA常規賽對
熱火球員韋阿倫作出一次報復性犯規，結果被球
證逐離場，打亂了木狼追趕比分的氣勢，熱火就
抓住機會拉開比分，作客以97：81收穫勝利後，
將連勝場數改寫為刷新隊史的15場。

【本報訊】據新華社吉
隆坡四日消息：亞足聯4日
公布了將於5月特別代表大
會上改選職位的參選者提名
名單。亞足聯表示將對名單
進行審查，候選名單將於特
別代表大會召開一月前下發
給各成員協會。

參選名單中最引人關注
的是亞足聯主席的參選者，
獲得提名的包括巴林足協主
席薩爾曼、阿聯酋足協主席
薩克爾和沙特人哈菲茲，而
國際足聯執委、泰國人馬庫
迪是唯一來自東亞地區參選
者。

亞足聯代理主席張吉龍
3日向新華社記者表示，他
既不參選亞足聯主席，也不
參選國際足聯執委，但仍將
擔任亞足聯副主席。

亞足聯定於5月2日在馬
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特別
代表大會舉行亞足聯主席競

選；5月3日召開一般代表大
會，討論章程修改等常規事
宜。

張吉龍不參選
亞足聯主席的任期將從

2013年至2015年，國際足聯
執委的任期將從2013年至
2017年。

以下是亞足聯公布的參
選名單：

亞足聯主席：馬庫迪
（泰國）、哈菲茲（沙特）
、薩爾曼（巴林）、薩克爾
（阿聯酋）。

國際足聯執委：哈桑．
薩瓦迪（卡塔爾）、薩爾曼
（巴林）。

女性亞足聯副主席：莫
亞．多德（澳洲）。

女性亞足聯執委：莫亞
．多德（澳洲）、韓恩京
（朝鮮）、蘇珊．沙拉比
．莫拉諾（巴勒斯坦）。

惠鈞小檔案
出生年份

籍貫

球員生涯榮譽
1982

1984

1986

1986

1987

執教隊伍
1989年至1998年

1998年至2002年

2002年至今

1963年

江蘇無錫

亞運會男團金牌

亞洲杯男單冠軍

亞洲錦標賽男雙、混雙冠軍

亞運會男雙金牌

世界錦標賽混雙冠軍

中國隊教練

香港隊教練

香港隊總教練

【 本
報訊】在
香 港 乒 乓
球隊執教
逾 14 年 的

前國手惠鈞
，本月底將卸

任港乒隊總教練職務，香
港體育學院早前已開始公開招聘

乒乓球總教練，但因招聘需時，港乒總
教練職位或會在4月起懸空一段時間。

體院網站早前起刊登乒乓球總教練的招
聘啟事，到最近再次刊登，這也意味現任
體院乒乓球總教練、即港乒隊總教練惠鈞本
月底約滿後，將會卸任。據體院的招聘啟事
，截止申請日期為本月24日，由於招聘程序
需時，因此，年薪由68萬港元至逾164萬港
元的港乒隊總教練職位，在惠鈞離職後將懸

空一段時間。

體院正登招聘啟事
港乒隊不論男、女隊目前都處於新老交

替時期，港男乒 「招牌」 「乒乓孖寶」李靜
、高禮澤去年起淡出賽場，港女乒主力帖雅
娜、姜華珺也不再年輕，培育接班人成為隊
伍當前的重要任務，目前，本地小將李皓晴
、吳穎嵐、黃鎮廷已冒出頭，李皓晴更在女
單世界排名列第65位。

惠鈞在1998年來港執教，先擔任港女乒
教練，到2002年中成為港乒隊總教練，在其
出任總教練的逾12年間，港乒隊不論男、女
隊都成為世界一流的隊伍， 「乒乓孖寶」奪
得雅典奧運男雙銀牌、多哈亞運男雙金牌，
港女乒兩次獲得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亞軍
，更曾在亞洲錦標賽女團項目擊敗中國隊奪
金。

惠鈞將卸任港乒總教練

▲惠鈞（右二）本月底與體院約滿後，將卸任港乒隊總教練

【本報訊】香港足球隊將在右閘盧
均宜停賽下，本月22日亞洲杯外圍賽主
場對越南，港足署理主教練金判坤昨在
對港甲隊太陽飛馬的熱身賽中，右閘位
置除了嘗試沈國輝外，更大膽嘗試將徐
德帥 「翼變閘」，金帥表示此安排是考
慮到球隊一旦要放手一搏、加強攻力的
需要。

港足昨晨憑李康廉、李威廉的入球
兩度領先，飛馬靠卡拉歷 「梅開二度」
得以戰平港足。港足是役在右閘位置上
試用了沈國輝、徐德帥，後者站位更前
得如同右翼，金判坤在下半場中段也刻
意讓港足少踢1人，演練 「以寡敵眾」
下的反擊戰術，他對人腳及戰術上的測
試效果都感到滿意。

金帥為安排徐德帥踢右閘解釋道：
「在我的戰術系統中，閘位球員作用如

同翼鋒，沈國輝與徐德帥風格迥異，前
者防守性強、四平八穩，後者踢法具侵
略性，在球隊要放手一搏時可派上用場
，其表現也很不錯。」徐德帥則表示昨
晨以 「試一試」的心態擔任右閘： 「可
能因為我來回跑動的能力好些，所以安
排我踢右閘。我的進攻性較強，防守能
力可能稍欠缺，不過，我不怕跟對手1
對1的較量。況且，港足的閘位踢得好
前，不像傳統的兩閘。」

港足將向中甲隊河南建業爭取讓高
梵盡快歸隊，金判坤表示： 「高梵應該
要參與訓練，否則他不會了解球隊戰術
，有些團隊的跑位配合方式，他是要知
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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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足聯公布主席參選名單

【本報訊】中國女子乒乓球
隊昨展開 「直通巴黎」世乒賽第
2階段選拔賽，決出2個世界乒乓
球單項錦標賽單打參賽名額，在
首天的小組賽中，在郭躍因傷退
出下替補參賽的新秀胡麗梅表現
一鳴驚人，與丁寧、朱雨玲、文
佳同樣以3戰全勝的成績、小組
首名晉級淘汰賽階段，反而郭躍
退賽就連帶參加第3階段選拔賽

的機會也告失去，有可能無緣今
屆世乒賽單打比賽。

中國女乒主教練孔令輝前晚
證實，郭躍最近二十多天頸部一
直感覺不適，不時還有眩暈的情
況，雖然檢查後證實頸椎無礙，
但就退出 「直通巴黎」第2階段
選拔賽，剛通過中國女乒內部升
降賽而晉級1隊的小將、削球手
胡麗梅代替郭躍參賽，她昨日表

現搶鏡，接連擊敗楊揚、饒靜文
與陳夢，爆冷晉級淘汰賽爭奪2
張世乒賽單打入場券之一。

按中國女乒選拔機制，郭躍
退出這次在鄂爾多斯舉行的第2
階段選拔賽，也就失去角逐4月6
日第3階段選拔賽的資格，肯定
不能 「直通」世乒賽，孔令輝表
示，郭躍仍在18人選拔大名單內
，還是有參加世乒賽的機會，但
目前難作決定，他說： 「對她的
傷情、狀態我們不確定，目前還
無法對郭躍的情況作出一個正確
的判斷。有沒有機動名額，機動
名額是不是留給她，這些都很難
講，要經過我們教練組的商議。」

【本報訊】相隔逾5年後再
戰亞洲足協杯的港甲足球隊晨曦
，今屆首場比賽就捱悶棍，作客
0：1負馬爾代夫球隊拉迪恩，這
也是晨曦首次在亞協杯對馬國球
隊錄得敗績，未有大敗只因對手

實力有限。
外援巴利狀態不佳未有隨隊

，晨曦昨仗攻力近乎零，鮮有具
威脅性的攻門，晨曦的亞洲外援
蘇洋傷出，更令該隊人腳捉襟見
肘。攻勢更為 「入肉」的拉迪恩
，揮霍不少攻門機會，直到66分
鐘方由艾斯費引來3名晨曦球員
後，傳予烏馬爾射入，協助拉迪

恩在F組報捷。同組另一場比賽
已在上周舉行，緬甸仰光聯3：0
勝印尼佩西寶後，排在F組首名
，拉迪恩、晨曦分列第2、3位。

另一支香港代表傑志上周
在E組比賽3：0勝印度邱吉爾兄
弟，同組另一仗昨日上演，印
尼巴東水泥3：1勝新加坡勇士
隊。

晨曦首仗負拉迪恩

中國女乒選拔賽

胡麗梅爆冷晉級

亞洲足協杯亞洲足協杯

飛馬獲史高域加盟把關
■本報訊：放棄韓國中

場李君煜後，港甲足球隊太
陽飛馬獲前克羅地亞18歲以
下青年隊門將史高域加盟，
有望紓解吳逸凱、袁皓俊受

傷帶來的 「門將荒」。
現年32歲的史高域職業生涯有6個球季是在

克羅地亞甲組老牌球會薩格勒布度過，來港前效
力克乙球會斯本尼克。此前，飛馬一度要由前民
信門將潘廣德復出甲組，擔任後備門將。

福建女籃銀牌籃賽報捷
■本報訊：2013年度香港女子高級組銀牌籃

球賽昨晚揭幕，爭取衛冕的福建昨晚鬥上季女甲
聯賽第7名的七喜，首節落後16：19，但往後3節
得分都多於對手，結果贏88：66。至於上季女
乙聯賽冠軍荃灣，升上女甲後首場銀牌賽，就
以57：63負安邦。

黃永棋羽賽首戰李宗偉
■本報訊：全英羽毛球公開賽決賽周賽事今

日開打，男單賽事香港球手黃永棋將在香港時間
明日凌晨對陣1號種子、馬來西亞球手李宗偉，
女單賽事港羽隊的葉姵延、陳祉嘉今晚分別對中
國隊球手韓理、中華台北球手白驍馬。

5個單項的外圍賽也在香港時間昨晚開賽，
港隊混雙組合李晉熙／周凱華在第1輪以局數2：0
勝韓國組合姜志旭／申昇瓚，晉級第2輪。中國
隊唯一要打男單外圍賽的陳躍坤，也以局數2：0
擊敗德國球手史密特，躋身外圍賽第2輪。

簡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