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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七日消息： 「
綠葉」或角色球員的能力，是上屆NBA總冠
軍熱火與總決賽敗者雷霆的最大分野。在周日
的常規賽中，熱火於 「超級三巨頭」勒邦占士
、華迪與保殊以外，尚有堪稱 「甘草」的韋阿
倫末節發威，協助球隊在關鍵時刻解決速龍，
追平火箭在2007年至08年創下、22連勝的聯盟
歷來第2的連勝紀錄。

「大帝」 刷新個人單季紀錄
速龍在第4節一度追至77平手，但經驗老到的韋阿倫

此時發揮其價值，在熱火一波28：4的得分狂潮中包辦16
分，為球隊奠定108：91挫敗速龍的根基。 「大帝」勒邦
占士持續有上乘表現，22分、12個籃板及8次助攻的 「準
三雙」表現亮眼，這也是他本季第32次錄得 「兩雙」，刷
新個人單季紀錄，他在賽後表示： 「這是支特別的團隊，
22連勝對我們來說堪稱神奇之旅，最重要是全隊是靠團結
精神做到這樣的成績，紀錄是多是少並不重要，我們看重
的是不斷進步，每天為贏下場比賽做好準備。」熱火除了
幾名主將之外，配角如比提亞、洛里士高爾及基斯安達臣
都有出色發揮，錄得雙位數的表現正負值。

雷霆同日雖然都取得勝利，但該隊的 「綠葉」卻無
甚作為，中鋒柏堅
斯只貢獻了一分，伊
巴卡18分、16個籃板
的表現已是搶鏡，該
隊倚重的 「雙子星」
杜蘭特、韋斯博克合
力攻下66分，結果以
107：101挫小牛。

湖人在高比拜仁
缺陣下，全場只用上
7人去迎戰帝王，憑6
名球員得分達雙位數
，以113：102取勝，
坐穩西岸第8位。

【本報訊】香港20歲以下足球
隊（全運隊）在第12屆全運會男足
20歲以下組別預賽，被抽入上海賽
區，同組對手有上海、湖北、四川
及火車頭體育協會，香港足總在昨
天公布24人集訓名單。

全運隊下月征戰預賽
港全運隊在預賽的賽程依次為

下月2日對湖北、4日對四川、6日
對上海及11日對火車頭，按賽例每
個賽區前三名球隊可晉級下一階段
預賽，爭奪7個決賽周席位。港全
運隊出發前會在香港集訓5天，然
後決選22人。港全運隊24人集訓名
單中，有3名並非效力本地球隊的
前小港腳，包括向足總上報效力瑞
典低組別聯賽的方恩澤、英國布魯
克豪斯足球學院的中堅霍斌仁及佛
那德史提芬。

餘下入選球員包括司馬自信、

陸平中、屠俊翹、羅曉聰、岑偉成
、劉德仁、楊浩宏、石子峰、黃梓
浩、姚浩明、李家豪、范家朗、曾
健晃、卓耀國、崔凱健、李家進，
以及同時入選了東亞運長期集訓隊
的李嘉進、李毅凱、梁家希、許宏
峰與方柏倫。

港全運隊4支同組對手之中，
上海、湖北及四川去年角逐了中乙
聯賽。

至於足總昨公布的東亞運長期
集訓名單，除了上述5名全運腳之
外，還有身兼大港腳身份的葉鴻輝
、林學曦，其餘入選球員有廖富源
、邱于銘、曾至孝、白榮澤、黃俊
皓、袁浚楠、車潤秋、李樹烊、梁
冠聰、羅港威、談樂軒、顏樂楓、
張國明、陳柏衡、荊騰、陳肇鈞、李
嘉耀、夏志明、卓耀國與黃威。球
隊下周一友賽港甲的太陽飛馬。另
外，香港足球隊昨補選歐陽耀冲。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七
日消息：西班牙球手拿度於周日上
演的印第安韋爾斯網球公開賽男單
決賽，在先輸一盤的劣勢下反勝阿
根廷的迪波圖盤數2：1，以職業生
涯第600場勝仗贏得他復出後首項
硬地賽冠軍，並用行動證明自己已
重返巔峰。

印第安韋爾斯賽稱王
拿度自去年溫網早段傷出後，

養傷長達7個月，他上月復出後連
贏兩個泥地賽冠軍，轉戰硬地場亦
延續好表現，在印第安韋爾斯稱王
後，將今年戰績改寫為17勝1負，
強勢回歸網壇。

周日進行的決賽，拿度雖然出
師不利，被迪波圖後來居上先贏
6：4，但他企穩陣腳後展開反撲

，第2盤一度落後1：3下連贏5局，
以6：3扳回一城。決勝盤，拿度乘
勝追擊再贏6：4，鎖定2：1勝局，
今次是他第22次贏得ATP大師賽冠
軍，超越21次的費達拿而獨坐大
師賽之王寶座。

拿度賽後直言，贏得冠軍
對他而言意義非凡，他說： 「贏
波的一刻我十分激動，我之前休息
了7個月之久，能夠重返賽場並拿
下獎杯，感覺相當奇妙。」為避免
剛傷愈的膝蓋過度勞損，拿度決定
退出周中展開的邁亞密網賽，養精
蓄銳備戰4月開始的紅土賽季。

女單，俄羅斯 「美少女」舒拉
寶娃則輕鬆封后，決賽面對 「丹麥
甜心」禾絲妮雅琪，舒娃在比賽中
決勝分以33：2大幅領先對手，最
終以6：2、6：2輕取 「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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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男子高級組今天進行兩場勝方賽事，頭場
由南華出戰飛鷹，晚上7時於灣仔修頓室內
場館舉行，尾場壓軸戰8時40分角逐，由福
建與永倫對碰。票價30港元，長者及學生優
惠票20元。

爭取衛冕首遇壓力
南華有龍惠兒返港效力，配合袁嘉豪、

林凱光、連浩駿、留棟樑、羅意庭、劉子健
、陳翊麟、陳張敏、譚偉洋、周家駒、李劍
煌、周健宏及李嘉耀，爭取衛冕之途今仗是
首度遇到壓力。飛鷹本屆有呂楚威回巢及加

入了孫家駿，其餘球員包括高榮生、梁民熊
、蘇伊俊、莫家俊、羅文光、劉健明、曾憲
鏜、蔡龍德、凌嘉希、陳家進、陳耀祖及沈
聰，相信可予南華極大的威脅。

壓軸戰，福建本屆加入了林志洛、陳榮
偉，另有吳華峰、宗銘達及劉子禮回巢，其
他球員包括占士、黃德文、鄭錦興、謝文俊
、劉凱濤、司徒偉傑及張偉康，今仗遇上了
人強馬壯的永倫，如有水準演出，仍有一線
機會。永倫本屆加入了馬家維、楊文綱、李
樹榮及賀斯福，舊球員包括陳兆榮、李琪、
蔡芳裕、黃鎮煒、翁萬特、潘志豪、香振強
、方誠義、程健文及周迎堅，同樣是首次遇
上較強的隊伍，相信不會掉以輕心。

國羽蘇迪曼杯列頭號種子
■據新華社

北京十八日消息
：第13屆蘇迪曼
杯世界羽毛球混
合團體錦標賽確

定了種子排位，在過去12屆比賽中8次
奪冠的中國羽毛球隊成為頭號種子，
傳統勁旅韓國和印尼僅位列2檔球隊之
中。本屆蘇迪曼杯抽籤儀式將於本月
28日在吉隆坡進行。比賽將參賽球隊
分為A到D4個級別，只有A級、也就
是爭冠組的12支球隊才有資格爭奪冠
軍。依據規則，爭冠組的12隊將分成4
個小組進行單循環賽，每個小組中第1
到第3檔球隊各一支，小組前兩名晉級
8強淘汰賽。本屆賽事將於5月19日至
26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王鎮劉虹競走挑戰賽奪冠
■據新華社北京十八日消息：據

國際田聯官網消息，在當地時間17日
進行的2013年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瑞
士盧加諾站比賽中，中國選手王鎮和
劉虹分別在男女20公里比賽中奪冠，
劉虹還將女子20公里競走賽會紀錄提
高了近一分鐘。男子比賽中，倫敦奧
運會銅牌得主、亞洲紀錄保持者王鎮
從第8公里時開始加速取得領先，並且
在比賽中越走越快，最終21歲的王鎮
以1小時19分08秒的成績奪冠。女子比

賽，倫敦奧運第4名劉虹以1小時27分
06秒奪冠，打破了俄羅斯選手西比列
娃去年創造的1小時28分03秒的賽會紀
錄。

流浪作客麗江表演賽延期
■本報訊：港甲足球隊流浪原定

本周五前赴雲南麗江，與中乙球隊麗
江嘉雲昊踢表演賽，但賽事已延期兩
周舉行。另一方面，流浪前鋒基奧雲
尼前天在聯賽與對手爭搶後撞傷後腦
，當場 「掛彩」，賽後要到醫院縫上4
針。

國羽瑞士賽勇奪3項錦標
■本報訊：中國羽毛球隊贏得瑞

士公開賽3項冠軍。繼男單王睜茗擊敗
隊友杜鵬宇稱王後，國羽的王適嫻於
昨天凌晨上演的女單決賽，以直落兩
局21：16、21：12擊敗泰國小將應化
朗，相隔超過一年後再嘗奪冠滋味。
男雙柴飈／洪煒組合以局數2：1擊敗
頭號種子、韓國的高成炫／李龍大，
順利贏得冠軍。

張敬樂環台賽總成績第2
■本報訊：在昨天開始的環台灣

單車賽，港隊的張敬樂僅負阿塞拜疆
巴庫隊的俄羅斯車手波茲尼亞科夫，
獲分站亞軍，同時取得代表亞洲最佳
的藍衫，計算減秒獎勵後，張敬樂總
成績落後5秒暫排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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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地反擊巡迴錦標賽登頂

丁俊暉最棒丁俊暉最棒

▲飛馬隊長鄧景煌（右）攔下晨曦球員貝奧的傳送
本報攝

▲ 飛馬的盧俊傑（右）遭晨曦的楊賜麟施以拉衫
防守 本報攝

【本報訊】中國桌球手 「小丁」 丁俊暉於昨天凌晨在愛爾蘭舉行的職業桌球巡迴錦標賽
決賽上演絕地反擊， 「小丁」 在落後局數0：3的劣勢下，連贏澳洲的羅拔遜4局而反勝4：3
，絕境下贏得錦標。一向作風冷靜的丁俊暉，賽後罕見地捶胸激動慶祝，並高吼 「I'm
the best」 （我是最棒的）。

日前打出滿分147分的 「小丁」
，在決賽中開局不利，手風甚順的 「
墨爾本機器」 羅拔遜連續3局打出單
桿 「50+」 ，一口氣連取3局取得賽
點。陷入輸波邊緣的丁俊暉未有陣腳
大亂，他沉應戰逐步收復失地，第
4局先後打出單桿52分及70分清，
扳回一局；第5局他早段打入遠枱後
上手，以單桿130分清再下一城；

第6局 「小丁」 把握羅拔遜犯錯，以
70：44拿上關鍵一局，追成局數3：3
平手。

落後3局神奇逆轉
後上氣勢凌厲的丁俊暉在決勝局

未有失手，以單桿98分鎖定勝局，
神奇逆轉勝4：3。丁俊暉在贏波後
非常激動，捶胸高吼，他接受訪問時

表示，自己在落後0：3時仍對後來
居上充滿信心，並透露賽後高呼 「
come on, I'm the best」 （加油，
我是最棒的），以此來激勵自己。

今次是丁俊暉職業生涯第6個排
名賽冠軍，並贏得10萬英鎊（約117
萬港元）的冠軍獎金及3000鎊的滿
分獎金。丁俊暉奪冠亦將他的最新臨
時排名提升至第8位。

男籃高級銀牌賽修頓上演

南華鬥飛鷹 福建對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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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俊暉打破了自己
長達一年之久的排名
賽 「冠軍荒」

▲拿度奪冠後，做出趣怪表情 美聯社

【本報訊】在港甲足球聯賽榜尾掙扎的晨曦，昨
晚在聯賽主場與太陽飛馬互交白卷，護級劣勢未有改
善，距離球隊角逐港甲14季以來最差的聯賽成績更走
近一步。

昨與飛馬互交白卷
對上13個球季最終聯賽排名都在中線以上，但本

季大部分時間都在榜末，晨曦昨仗也有不少攻勢，但
被形容為 「一個完全不願踢、一個完全不識踢」的鋒
線組合巴利與貝奧，進攻無甚建樹，後者更破壞隊友
梁子成艱辛經營的入球機
會，能保住一分還有賴李
恒匯 「護空門」、張春暉
救出蘇偉泉的頭槌，以及
門楣 「擋」下卡拉歷的妙
射。

晨曦目前13戰得11分
繼續排在港甲聯賽榜尾，
周日主場對橫濱FC（香
港）如能取分，即可將公
民踢落榜尾，在護級上佔
得主動，該隊下仗對手橫
濱昨晚也有多名球員到場
「吼路」。飛馬則14戰積
15分暫排第6位。

晨曦晨曦護級劣勢無改善護級劣勢無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