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師
塞爾特人

76人
馬刺
爵士

拓荒者

127：105
105：88
98：91
119：113
90：84
112：101

太陽
山貓
溜馬
騎士
灰熊
活塞

上周上周六六NBANBA賽果賽果
主 場 比 分 作 客

周一常規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周二早上7時

周二早上7時

周二早上7時

周二早上7時30分

周二早上7時30分

周二早上8時

周二早上8時

周二早上8時

周二早上8時

周二早上10時

周二早上10時30分

主

76人

山貓

騎士

雄鷹

活塞

塞爾特人

公牛

灰熊

黃蜂

太陽

爵士

客

拓荒者

巫師

溜馬

小牛

籃網

熱火

金塊

木狼

勇士

湖人

紐約人

直播

now678台

【本報訊】綜合外
電美國十六日消息：
NBA西岸 「一哥」馬
刺於周六的常規賽，憑
藉老將鄧肯繼續有超水
準演出，主場以119：113
力克騎士，但球隊今仗
防守表現低迷，惹來主

帥普波域治的不滿，他更因情緒失
控而在比賽中被逐出場。

36歲的鄧肯延續日前主場對小
牛一役攻入28分及19個籃板的搶眼
演出，他今仗貢獻全場最高的30分
及摘下12個籃板，更有4次助攻及5
次封阻，隊友K李安納特則錄得24
分及職業新高的13個籃板，協助馬
刺勝出。

防守持續低迷
雖然馬刺贏波，但防守表現的

確失色。面對缺少主將艾榮的騎士
，馬刺竟讓對手在頭三節便攻入90
分，而且全場命中率高達50.6%，
對於以防守著稱、平均每場僅被對
手攻入96.5分的馬刺而言，這樣的
成績的確是難以接受。

因為辱罵球證而半場被逐的普
波域治，賽後狠批球隊防守表現，
他說： 「己隊的防守在過去兩星期
仍然未有改善，我們過去兩年曾經
是防守最佳的球隊，但近期的表現
實在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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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青島十七日消息：2013亞歐乒乓球全明
星挑戰賽亞洲站的比賽17日落幕，擁有張繼科等明星的亞洲隊首
日雖以2：3落後，但次日實現了5：0的逆轉，以總比分7：3戰勝
了奧恰洛夫、薩姆索諾夫等名將組成的歐洲隊。

次日5場全捷
大滿貫得主、倫敦奧運會冠軍張繼科首日意外負於白俄羅斯

老將薩姆索諾夫。17日張繼科與德國名將、倫敦奧運銅牌得主奧
恰洛夫相遇。張繼科上來就取得了5：1的領先優勢。張繼科在以
7：3領先時，奧恰洛夫還出現了接發球失誤。很快，張繼科就以
11：8先拿下一局。次局，越打越順的張繼科以5：0領先，並以
11：2乾淨利落地拿下了第2局。奧恰洛夫在第3局一開始佔據了
領先優勢，但張繼科很快就以6：5反超了比分，並以11：9結束
了戰鬥。

當日進行的其他4場比賽中，日本選手水谷隼與葡萄牙選手
弗雷塔斯苦戰5局，以3：2戰勝對手；香港選手江天一3：1擊敗
了羅馬尼亞選手克里桑；中華台北名將莊智淵以3：1擊敗了薩姆
索諾夫；韓國削球老將朱世赫3：1戰勝了奧地利選手陳衛星。

責任編輯：薛少科
美術編輯：符俊炫教育 校園 小公園 大公園 文化

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

3月18日

3月22日

3月24日

註：只列甲組

對賽球隊

晨曦對太陽飛馬

香港對越南

晨曦對橫濱FC（香港）

賽事

聯賽

亞杯外

聯賽

場地

旺角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時間

晚上8時

晚上8時

下午2時30分

亞洲乒隊挑戰賽逆轉稱王

▲馬刺前鋒K李安納特（中）奮勇上籃 美聯社

【本報訊】中國桌球手丁俊暉打出職業
生涯第5桿 「147」。丁俊暉在愛爾蘭舉行的
職業桌球巡迴錦標賽8強賽事，第1局便以滿
分147分清，他亦順利以局數4：3淘汰英
格蘭的艾倫而躋身4強。

淘汰艾倫晉4強
丁俊暉在8強戰先聲奪人，首局 「上手

」後成功以完美的147分清，是他職業生
涯第5桿147分，亦是今年首名在正式比賽錄
得 「147」的球手。丁俊暉在打入最後的黑
球時振臂慶祝，艾倫亦向他握手祝賀。如果
在本屆賽事未有其他球手再次造出 「147」
，丁俊暉將可獨得3000英鎊的獎金。

丁俊暉除了首局的 「147」外，另外兩
局亦造出單桿138分及108分，粉碎了艾倫的
反撲希望。丁俊暉躋身4強將火併挪威球手
馬芬。另一名中國球手肖國棟及香港的傅家
俊同在8強止步。

丁俊暉打出生涯第5個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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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膝關節傷患後，太陽飛馬後衛蘇偉泉再
次回到屬於他的綠茵場，粗獷外形、散亂長髮的形
象依舊，只是 「十字韌帶」兩度受創，斷斷續續地
休養了10個月，加上傷後恢復狀態需時，令他恍如
消失人間，漸被人所遺忘，對這名綽號 「灰熊」的
前港腳而言，足球生涯如同要從頭再來。

駁回 「十字韌帶」後半年，蘇偉泉再次在港甲
賽場亮相，沒有鮮花、掌聲或賺人熱淚的場面，一
切顯得平淡，對他而言，走了多年的足球路就像重
新開始。 「過往我一直有機會踢比賽，大家也許知
道我的存在，但因傷消失一年半載，可能其他人已
經忘記我了，就像重新開始一樣。」蘇偉泉說。

學懂鍛煉得更好
傷患的煎熬過後， 「灰熊」的想法一點也不 「

灰」，反認為自己有得，他說： 「也許這是命運
使然，我只能努力去將失去的追回來，錯過了就要

學懂爭取。這次傷患令我有少許損失，但更大收穫
是學懂去將自己鍛煉得更好。」他續說： 「過往的
方式也許不對，我只顧練上身肌肉，以為下身力量
靠練波都足夠，同時明白放鬆肌肉的重要環節，因
為肌肉繃緊，日積月累就好易拉傷。」

重返球場，蘇偉泉最感謝球會與領隊兼教練陳
志康。 「由受傷到可以練習，CowSir（陳志康）
每天都會關心我的狀況，他能對一個養傷多時的球
員投信心一票，我更應該讓外界知道，蘇偉泉絕不
會因為休息太久，就不能回復昔日水平。」 「灰熊
」滿有信心地說： 「只要我好好鍛煉，傷患過後得
到的可能更多。」

2009年取得東亞運金牌後，隊友們的發展有好
有壞，蘇偉泉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有
時機會來到未能把握、遇上挫折，前路未必容易走
下去，就我而言，先爭取在球會有好表現，再去想
重返香港隊就好。」

灰熊傷患煎熬後不灰
本報記者 李恆基

雷干倫贏F1揭幕戰

■綜合外電澳洲十七日消息：新一季世界一級
方程式賽車（F1）周日在澳洲揭幕，蓮花車隊的芬
蘭車手雷干倫以1小時30分03秒225率先衝線，贏得
冠軍。爭取車手總冠軍4連冠的紅牛德國車手維特爾
，雖然在周日早上的排位賽摘下桿位資格，但未能
保住優勢，最終僅以第3名完成。法拉利車隊的西班
牙人阿朗素獲得亞軍。

祖高域連勝走勢告終
■綜合外電美國十六日消息：塞爾維亞球手祖

高域的22場不敗走勢在印第安韋爾斯網球公開賽男
單4強告終。世界 「一哥」祖高域於周六的4強賽事
面對阿根廷球手迪波圖，前者在先贏一盤6：4的情
況下，連輸兩盤4：6、4：6，盤數1：2落敗，他的
跨年22場連勝紀錄亦因而終結。另一場4強，西班牙
球手拿度以6：4、7：5擊敗捷克的貝迪治，傷愈復
出後首次躋身硬地賽決賽。

中國跳水隊包攬8金
■據新浪體育十七日消息：2013年國際泳聯跳

水系列賽北京站比賽在 「水立方」展開最後一天比
賽角逐，於女子10米台決賽中，中國選手陳若琳優
勢明顯，憑藉總分403.75分問鼎桂冠。在男子10米
台決賽中，中國選手包攬冠、亞軍，林躍憑藉總分
555.55分摘得桂冠，陳艾森則以總分551.55分獲得亞
軍。至此，本次比賽全部結束，中國包攬了全部8個
項目的冠軍。

王睜茗首奪大賽桂冠
■本報訊：瑞士羽毛球公開賽昨晚上演各項目

決賽，男單決賽由兩名中國球手對壘，王睜茗以直
落兩局21：18、21：18擊敗頭號種子杜鵬宇，首奪
大賽錦標。中國在男單包辦冠
亞軍，但在混雙卻失落錦標，
張楠／湯金華組合在決賽以局
數0：2不敵丹麥的菲力臣／佩
蒂森，屈居亞軍。

▲蓮花車隊的芬蘭車手雷干倫（左二）打響頭炮
法新社

陳文輝兩次冷靜地將機會轉化為入
球，讓傑志昨仗2：0領先，但銀牌奪冠
後球員信心十足的大埔，由杜瀚滔與安
基斯建功扳平，搶得有助護級的一分，
總教練張寶春對護級形勢表示樂觀。

下月兩強合演爭冠關鍵戰
伍健認為，昨仗贏與和分別不大，

他說： 「落後南華一分或三分，只代表
我們下月對賽時由贏一球就夠變成最少
贏兩球（南華首循環聯賽勝1：0）。」

他續說，個別球員的傷病，以及列斯奧
比賽期間肌肉不適，都是突發狀況，球
隊人腳調配困難，至於首度亮相港甲的
林柱機則未夠比賽狀態。

傑志對南華前四天還要在亞洲足協
杯作客同組強敵印尼球隊巴東水泥，伍
健表示南華之戰難以改期，也相信球員
有足夠時間恢復體力。

昨天另一場聯賽，橫濱FC（香港）
憑李嘉耀補時頭槌入球，1：1逼和有盧
斯安奴建功的流浪，流浪此戰後被屯門

「甩」 開兩分，要爭聯賽第3確保下屆亞
協杯資格賽席位，形勢變得被動。

港甲聯賽今晚8時在旺角大球場續戰
，由晨曦主場對太陽飛馬，門票分收60
港元及20元（優惠票）。

領先兩球被大埔逼和

傑志失追近南華機會傑志失追近南華機會
【本報訊】港甲足球聯賽榜首球隊南華前天輸波，次席的傑志昨也錯

過了將比分差距縮窄至一分的機會，主場被大埔2：2逼和之後，目前落後
南華3分，下月14日兩隊在將軍澳運動場交鋒，將是聯賽爭冠的 「天王山
之戰」 。傑志總領隊伍健認為昨仗 「贏變輸」 ，只是 「對南華要贏一球還
是兩球」 的分別。

▲李嘉耀（右三）補時入球，為橫濱取
得對護級非常重要的一分 本報攝

▲從膝傷中康復後，蘇
偉泉重新起步 本報攝

▲

大埔的葉佳（右）
與傑志球員高文爭頂
皮球 本報攝

【本報訊】第33屆亞洲單車錦標賽暨第20
屆亞洲青年錦標賽昨收官，香港隊在壓軸的男
子公路個人賽由楊英瀚獲得第5名，以9金2銀2
銅的成績完成本屆比賽，成年組獲4金排在金牌
榜第2名，失去上屆的領導地位。

楊英瀚昨於公路個人賽最後階段躋身5人領
先小組，但在烏茲別克、哈薩克與伊朗車手變
速後遭 「甩」開，未能助港隊衛冕。

逄遙黃蘊瑤昨凱旋
另一方面，在青年組橫掃5金的女將逄遙與

成年組女子記分賽金牌得主黃蘊瑤已在昨午返

港。記分賽有可能再被納入奧運會賽項，衛冕
亞錦賽令黃蘊瑤的心情如 「谷底上到天空」，
她表示此前曾想過退役的問題，如2016年奧運
再有記分賽，就會以獎牌為目標，至於公路賽
的表現，也令其重拾自信，感到自己的能力、
戰術發揮都有進步。

至於加入港隊未夠兩年的逄遙，目前非體
院精英資助運動員行列，這名來自大連的亞青
賽5金得主透露，自己是慕前港隊車手黃金寶的
大名而想加入港隊，經港隊總教練沈金康引薦
下如願以償，今年的世青賽將是她最後一項青
年組比賽。

楊英瀚公路賽第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