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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帥巧妙調兵遣將勝雷霆

馬刺穩坐西岸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一日消息： 「隊
中老將太多、體力不繼導致落敗」 ，這論調在陣
容老化但餘威仍在的馬刺身上並不管用，在老帥
普波域治巧妙調兵遣將、分配球員上陣時間之下
，馬刺周一在NBA常規賽西岸 「天王山戰役」 中
，主場以105：93勇挫雷霆，終結對手五連勝的同
時，亦把領先雷霆的優勢擴大至兩個勝場，穩坐

西岸 「龍頭」 位置，該隊 「多點開花」 的進攻體系，也令
僅靠 「雙子星」 杜蘭特與韋斯博克取分的雷霆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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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25日便滿37歲的馬刺老將鄧
肯，16年如一日以兢兢業業的態度在
NBA打拚，縱然年紀不輕，但在場
上表現仍堅如磐石，擔起馬刺精神領
袖的角色，今季場均16.6分、9.6個籃
板球的表現，是近3季最佳，雖說數
據不及盛年時，但算上其上陣時間比
年輕時少了四分之一這個因素，鄧肯
在場上的效率仍與當年無異，可謂聯
盟最佳老將。

馬刺十多年來都能保持西岸頂尖
球隊的地位，與鄧肯的穩定表現息息
相關。而這名堪稱NBA 「勞模」的
生活，就像其球風一樣樸實無華，更
無 「食老本」的想法，反而從改善飲
食、體質手，在減輕體重及保持對
抗性之間找出最佳的平衡，既能繼續
在內線與年輕的對手們抗衡，也能減
重降低膝蓋負擔，從而有足夠的耐戰
力應付密集的常規賽賽程，並確保季
後賽不會過於疲勞。以鄧肯今季平均
上陣不足30分鐘就場均16.6分推算，
他與年輕時上陣40分鐘場均可得20至
25分的表現相距不遠，證明其能力並
無滑坡，最佳老將當之無愧。

鄧肯與馬刺一眾30歲以上的老將
能保持穩定表現，老帥普波域治與球
隊管理層也功不可沒，因為他們一方
面嚴控老將們的出場時間，適當引入
具備即時戰力的 「配角」球員，勝雷
霆一役已反映出，在主力以外的 「配
角」較量上，馬刺勝上雷霆一籌，去
年西岸決賽馬刺原本就依靠這方面的
優勢，先贏雷霆兩場，及後雷霆的柏
堅斯、伊巴卡毫無先兆的 「爆發」，
才打了馬刺措手不及。

鄧肯、柏加與真路比利的能力與
經驗，仍是馬刺在季後賽的重要武器
，丹尼格連、史比達、K李安納特
作為馬刺近幾年為重建陣容而引
入的球員也日漸成熟，這支老
將掛帥的團隊也許將再次
亮相總決賽。

一得之見

馬刺三大老將之一的柏加因傷仍要休戰3周，真路比
利擔任後備，鄧肯上陣35分鐘收穫13分、8個籃板球的表
現未算搶眼，但該隊其他球員有能力分擔得分重任，K李
安納特、丹尼格連、史比達、迪奧都錄得 「雙位數」得分
，反映馬刺進攻手段多，令雷霆防不勝防。

「雙子星」 相形見絀
首節雷霆在杜蘭特帶領下32：22領先，但馬刺一班 「

老波骨」很快看穿雷霆依靠 「雙子星」得分的罩門，令雷
霆在第2節將近8分鐘未有得分，馬刺更以強橫的外線火力
打出33：9的得分潮，一舉扭轉劣勢。垂死掙扎的雷霆有
韋斯博克有勇無謀的胡亂起手，浪費進攻機會下無力挽回
敗局。

普波域治是役以外投能力強的G尼爾牽制韋斯博克，
令後者分心防守，進攻火力大減，可謂防守布局上的妙
，老帥賽後也表明防守至上的理念： 「第1節的防守差勁
透頂，但第2節開始就守得相當出色，甚至領先過18分，
防守一直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本錢，在NBA裡也是最重要
的。」鄧肯也說： 「在這樣高強度的比賽中，我們能保持
防守的積極性和侵略性是非常好的，後備席上的所有人也
打得出色。」

另一場比賽，紐約人作客對勇士以63：92慘敗，前者
投射命中率27.4%，刷新今季最低。

▼馬刺球星鄧肯（中）
在柏堅斯（前）及杜蘭
特（後）之間起手

路透社

▼馬刺中鋒史比
達（右）無懼雷霆
伊巴卡的攔截上
籃得分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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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勞倫斯獎名單
獎項

最佳男運動員獎

最佳女運動員獎

最佳團隊獎

最佳突破獎

最佳復出獎

最佳殘疾人運動員獎

最佳極限運動員獎

特別獎項

終身成就獎

特別成就獎

得獎者

保特

恩尼斯

萊德杯歐洲隊

梅利

山齊斯

丹尼爾迪亞斯

鮑姆加特納

塞巴斯蒂安．科

菲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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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銀牌籃賽今晚兩仗
■本報訊：由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資助，香
港籃球總會主辦之2013
年度香港銀牌籃球賽女
子高級組賽事，今晚在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重燃戰火，頭場為勝方比
賽，晚上7時由福建對安邦，尾場8時30分，
由偉邦與安青在負方爭晉級，比賽不收門券
，歡迎球迷入場參觀。

福建上仗輕取七喜，實力未受考驗；安
邦首仗力挫荃灣，今仗勢必與福建有一番惡
鬥。偉邦今屆陣容大變，得分能力偏低；安
青上仗不敵實力較佳的南華，今仗可望打開
勝利之門。

女子欖賽月底廣州舉行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十二日電：由國

際欖球理事會、國家體育總局小球運動管理
中心、中國欖球協會主辦的2013世界女子七
人制欖球賽，將於3月30日至31日在廣州大
學城體育中心體育場舉行，比賽包括6支頂
級隊伍和6支邀請隊伍，6支頂級隊伍分別是
澳洲隊、加拿大隊、英格蘭隊、荷蘭隊、新西
蘭隊和美國隊，6支邀請隊伍包括有中國隊。

彭帥負史杜舒無緣晉級
■本報訊：中國女網 「金花」成員彭帥

在印第安韋爾斯網球公開賽女單32強，以
3：6、6：3、2：6負澳洲球手史杜舒，無緣
下一輪比賽。彭帥是役在決勝盤曾率先 「破
發」，但此後無以為繼，最終不敵史杜舒。
另一名中國球手鄭潔夥拍西班牙球手韋域絲
，在女雙16強以7：6、6：3挫羅馬尼亞球手
比古與波蘭人羅素斯卡，挺進8強。

【本報訊】據新華社里約熱內盧十一日消
息：有 「體壇奧斯卡」之稱的勞倫斯世界體育
獎11日晚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揭曉了2013年各獎
項得主。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牙買加 「飛
人」保特力壓菲比斯、美斯等重量級競爭對手
，獲得 「最佳男運動員獎」。分別入圍 「最佳
突破獎」和 「最佳團隊獎」提名的中國運動員
葉詩文和中國乒乓球隊皆與獎項擦肩而過。

2013年勞倫斯世界體育獎共設7個主要獎
項，旨在表彰過去一年或一個賽季表現突出的
運動員和團隊。獲獎者由勞倫斯世界體育學會
評審團的46名成員選出，他們都是當代最偉大
和具有傳奇經歷的運動員。

中國選手無緣兩獎項
算上今年的 「最佳男運動員獎」，保特已

是第三次獲得勞倫斯大獎。他在倫敦奧運會的
跑道上延續了北京奧運時的驚人勢頭，獲得
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三大短距離項目
的金牌，鞏固了全球田徑第一人的地位，獲獎

實至名歸。
「最佳女運動員獎」屬於英國國寶級田徑

運動員恩尼斯。她在倫敦奧運會上不負東道主
人民的期望，摘得七項全能金牌。

另一項受人關注的 「最佳突破獎」頒給了
英國網球選手梅利。梅利去年在美國網球公開
賽中贏得職業生涯第一個大滿貫冠軍頭銜，此
外在主場作戰的倫敦奧運會上，他獲得男單金
牌和男雙銀牌。中國泳壇後起之秀葉詩文雖然
成為奧運會女子200米和400米混合泳 「雙冠王
」並分別打破奧運紀錄和世界紀錄，成績舉世
矚目，但仍抱憾而歸。

勞倫斯世界體育學會此番將新增獎項 「特
別成就獎」授予美國游泳名將菲比斯，以表彰
他史無前例地共獲得包括18枚金牌在內的22枚
奧運獎牌。 「終身成就獎」是此次頒獎典禮的
大軸戲，它被授予倫敦奧組委主席、英國人塞
巴斯蒂安．科，以表彰他幫助英國成功舉辦了
倫敦奧運會和殘奧會。由此，有三人獲獎的英
國成為本屆頒獎典禮的最大贏家。

▲▲ 保特第保特第33次次
贏得勞倫斯最贏得勞倫斯最
佳男運動員獎佳男運動員獎

保特恩尼斯膺最佳男女選手

▲

最佳女運動
員英國恩尼斯
手捧獎座

法新社

【本報訊】香港足球隊主場對越南的
亞洲杯外圍賽進入10天倒數，香港足總與
港足球衣贊助商已落實在比賽當日更會向
球迷大派有 「勁揪」字樣的鞋帶扣、港足
球員肖像書籤，全新一批印有落場版球衣
號碼的港足球衣屆時也有售。

港足球衣贊助商將向下周五晚每名入
場球迷贈送1對有 「勁揪」打氣口號的鞋
帶扣，贊助商昨也安排攝影師為港腳拍造
型照，以趕製球員肖像書籤。下周五在球
場有售的新一批港足球衣，更是跟落場版
球衣一樣絲印球衣號碼，每件售559港元
，贊助商也會讓此前購入無號碼球衣的球
迷，以20港元的優惠價補印號碼。

港足周五將確定22或23人的決選名單
，不過，早前回港求醫的高梵，小腿傷勢
未見好轉，港足署理主教練金判坤表示，
如該名洋將周五仍未能在中甲隊河南建業
恢復正常訓練，就不會被列入決選陣容，
稍後也可能要派助教司徒文俊北上與中甲
廣東日之泉交涉，爭取陳肇麒下周二歸隊
。公民4名港腳昨晨缺席訓練，金判坤強
調此況很難接受，但理解公民要護級的苦
處。

港足隊長陳偉豪認為球隊目前人腳已
是近年最齊全，特別是前線有李威廉、李
康廉與麥基，真正有本錢踢反擊，他提醒
隊友不要因為守和烏茲別克而認定可穩勝
越南： 「去年交手，越南球員令人眼前一
亮，他們的進步很快，實力非常之強。」

▲港足隊長陳偉豪
（前排右）將一件有
所有港足球員簽名的
球衣贈予港會經理施
利（前排中），感謝
港會安排場地予港足
訓練 本報攝

▲

足總與贊助商開展
港足對越南的宣傳，
下周五將發售有號碼
的港足球衣，並向球
迷大派鞋帶扣

本報攝

港足比賽送鞋帶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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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志兩捷 晨曦再輸
【本報訊】再戰亞洲

足協杯的港甲足球隊傑志
，昨晚作客獅城踢第2場分

組賽，以1場精彩的反擊戰4：2反勝新加坡勇士隊，一如去
屆強勢起步收穫2連勝、在E組領先，射手佐迪更是連續兩
場亞協杯 「梅開二度」。

作客新加坡的傑志先輸兩球，但勇士隊表現如同不設防
，傑志由佐迪 「梅開二度」扳平，近期接連頭槌建功的盧均
宜頂入反超前的1球，加上鄭少偉凌空抽射破門，傑志遂
以4：2取勝。同組印度邱吉爾兄弟主場2：2和印尼巴東水
泥，後者暫以1勝1和排E組第2。

F組的晨曦昨晚主場1：3負緬甸仰光聯，前者一度由楊
賜麟扳平，但客軍在高尼、靴文尼基度、摩爾建功下取勝，
晨曦球員空有拚勁、但無隊型、章法的表現遭球迷報以罵聲
，惟教練招重文滿意球員表現說： 「球隊好多年輕球員，他
們都表現出拚勁，沒有令香港足球失禮。」

同組印尼佩斯寶昨主場負馬爾代夫拉迪恩0：7，招重文
有信心連輸兩仗的晨曦之後作客印尼可 「開齋」，唯一憂慮
是基藍馬與楊賜麟要停賽。

亞洲足協杯亞洲足協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