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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 『落山
』，因為我想通過
晨曦來證明自己仍
有能力踢正選。我
依然對足球有團 『

火』。」因為有火，所以晨曦門將張春
暉在場上比任何隊友都更肉緊，同時對
自身有極高要求，即使外界認為晨曦能
在聯賽有12分的大部分功勞應歸到他身
上，但 「春暉」卻謙稱： 「我不是好門
將」。

晨曦本季表現暮氣沉沉，最有激情
的一員是守在最後一線的張春暉。 「護
級形勢水深火熱，還有什麼辦法？所以
我要不斷聲嘶力竭地提場。」試過為隊
友們的糟糕表現焦急不已，也試過因完
場前失守錯過勝利而落淚，場場喊到聲
沙只因球隊 「無火」， 「春暉」說： 「
每次嗌完球隊表現都有改善，但好快又
打回原形，我也只好場場嗌足90分鐘。
始終球隊此前一直墊底，求勝的一團火
怎樣都燒不起來，隊友總是被包尾的陰
影籠罩着。」

自身要求非常嚴格
效力南華的經驗，令張春暉變得對

自身要求非常嚴格。 「外界可能認同我
本季的表現，但我認為未達到自己的期
望，球隊目前的成績（聯賽第9），證
明我未算好。」他說： 「有時我的要求

會過分地高，對年輕隊友也有點不滿意
，這或許破壞了彼此間的友誼或信任。」

正因為自我要求高，張春暉甚至認
為港足早前徵召他入集訓隊有點魯莽，
他說： 「香港隊想在門將位置多些選擇
並沒有錯，但選我可能有點魯莽，畢竟那
時我效力的球隊包尾，一定會有人說閒
話，質疑為何不選排前面其他隊的門將
，最理想是晨曦有成績時才重召我吧。」

「我認為晨曦絕對不會降班，最悲
觀是第9名完成聯賽。」上周聯賽過後
，晨曦終於脫離榜尾，但張春暉追求的
豈只於此？他說： 「降班、捧杯我都試
過，但我依然對足球有團 『火』，相信
自己仍有能力踢好，我希望在南華以外
，能協助其他球隊奪冠。」

【本報訊】在
本季港甲足球聯賽
跌至榜尾的銀牌亞
軍球隊公民，今午
作客屯門將藉主隊
有3名主力停賽，力

爭打破逾3個半月、連續11場比賽未贏
波的紀錄，為護級搶分。（now634台
今午2時30分直播）

屯門今午有主力李海強、丹尼爾與
迪高停賽，給予公民可乘之機，幸好主
隊尚有莫斯奧可復出與比圖坐鎮防線，
形勢未至太壞，但前線便要倚重巢鵬飛

、凌琮與葉子俊。屯門對公民今午2時
30分在屯門鄧肇堅運動場開賽，門票劃
一收20港元。

傑志主場鬥晨曦
同日另一場聯賽為傑志下午5時30

分在將軍澳運動場迎戰晨曦，門票分收
60元及20元（優惠票）。

另外，球員史畢斯涉在未有工作證
下為傑志上陣一事，香港足總獨立調查
小組已作定論，並將處理事件的建議提
交董事局，預料下月董事局會議便有結
果。

公民誓擒屯門掃烏氣

張春暉我不是好門將
本報記者 李恆基

▲晨曦門將張春暉對足球仍然有
「火」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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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缺少中鋒J諾亞、比連尼等主力的公牛，熱火今仗
未能表現出之前連贏27場的氣勢，首節已落後雙位數得分。

雖然戰至第3節熱火一度反超前，但在關鍵的第4節，公牛的鄧格攻入他
全場28分中的12分，協助主隊重奪領先優勢。陷入再次落後的困境，熱
火 「大帝」勒邦占士罕有地心浮氣躁，他在一次衝撞中竟試圖肘擊公
牛的保沙，被判罰一級暴力犯規，最終勒邦占士亦無力挽回敗局，熱
火遂以4分之差落敗，27連勝後嘗到輸波滋味。

「大帝」 仍為球隊自豪
勒邦占士今仗貢獻32分、7個籃板及4次封阻，復出的華迪則有18分

進帳，但熱火自2月3日起的不敗紀錄仍然被公牛擊碎。雖然未能挑戰湖
人保持的33連勝紀錄，但 「大帝」直言熱火的紀錄足夠偉大，他說： 「
我們創造了聯盟歷史上其中一項最佳的紀錄，我和隊友們對此都深信
不疑。」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二十七日消息：熱
火連勝紀錄斷纜。熱火於周三的NBA常規賽雖然
有 「超級三巨頭」 成員華迪復出，但球隊仍作客
以97：101不敵公牛，27場連勝走勢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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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娃準決賽遇珍高域
■綜合外電美國

二十七日消息：邁亞
密網球公開賽女單4
強全部產生，俄羅斯
「美少女」舒拉寶娃

及塞爾維亞的珍高域取得最後兩席。舒娃
於周三的8強戰，苦戰兩個半小時以7：5
、7：5淘汰意大利的艾蘭妮，4強將面對
珍高域，後者在8強戰以盤數2：1擊敗另
一名意大利球手雲絲。男單3號種子、西
班牙的費拿率先殺入4強，他在8強賽事以
盤數2：1擊敗奧地利的梅士拿。日前擊敗
頭號種子、塞爾維亞球手祖高域的德國老
將夏斯，在另一場8強賽以直落兩盤輕取
法國的西門，躋身4強。（now636及660
高清台香港時間周六凌晨3時直播男單4強

賽事）

中國桌球手全部出局
■本報訊：在北京舉行的2013世界桌

球中國公開賽，東道主球手在首圈全部出
局。繼丁俊暉被淘汰後，梁文博於首圈以
局數3：5不敵英格蘭的冰咸，中國球手至
此全部無緣16強。英格蘭名將沙比在首圈
以5：1輕取同胞京治，但他在第3局試打
滿分147分時，意外打失最後黑球，與兩
萬英鎊的滿分獎金擦身而過。至於在昨天
展開的16強賽事，沙比與同胞利素斯基都
順利贏波，躋身8強。（now637台今午2
時30分直播男單8強賽事）

國羽蘇迪曼杯碰雙印
■據新華社吉隆坡二十八日消息：第

13屆蘇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團體錦標賽

抽籤結果28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揭曉
。處於爭冠組的中國與首屆蘇迪曼杯冠軍
印尼及同樣來自亞洲的印度同組。爭冠組
的其他3個小組分別為：亞洲新銳勢力泰
國與3屆蘇迪曼杯冠軍韓國及香港處於B組
；東道主馬來西亞與德國及中華台北同在
C組；歐洲勁旅丹麥則與日本、新加坡被
分入D組。本屆賽事將於5月19日至26日在
吉隆坡舉行。

永倫挫福建晉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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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賽高級組賽事，昨晚在修頓室內場館
上演男女子負方決賽權爭奪戰，男子組賽
事，永倫以89：77擊敗福建，將再次對陣
南華爭冠。女子組，南華以65：57擊敗安
青，躋身總決賽與福建逐后座。

▼勒邦占士（右）即使瞓身演出，熱火也難逃敗
陣的厄運 路透社

1

熱火熄了
27連勝走勢告終

【本報訊】在香港游泳隊任職32年的
港隊總教練陳耀海即將退休。回顧過去執
掌港隊生涯，陳耀海直言有起有跌，他強
調自己仍心繫泳界，退休後會以另一種身
份作出貢獻。

遺憾無緣奧運金牌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昨晚舉行周年晚宴

暨頒獎禮，並向即將退休的陳耀海頒發紀
念獎座。擔任總教練19年之久的陳耀海表
示，帶領港隊的最大遺憾是與教練夢寐以
求的奧運會金牌無緣，他說： 「始終港隊

起點較低，未能奪金實屬無奈。」不過，
陳耀海坦言對教練生涯感到滿足，較為可
惜的是未能將多年教練經驗留給後輩，
亦怕自己離開後隊員需要時間適應，但
他強調即使不擔任總教練，仍會服務泳
界。陳耀海將留任至4月中，協助新總教
練接手，之後他將會一圓環遊世界的心
願。

曾在德國國家游泳隊教練團任職的德
國籍教練Martin Grabowski，將接替陳耀
海擔任港隊總教練一職。Martin Grabowski
的總教練合約為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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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隊總教練陳
耀海（右）與將接
替其位的Martin
Grabowski合照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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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單車聯會計劃在今年
10月1日起改以有限公司運作，主席梁鴻
德昨晚透露，聯會將要做好審核報告，並
逐步點算資產，期望將來不論內部帳目還
是選舉制度，都比目前更加清晰。

早前有前單車聯會執委提出多項指控
，梁鴻德表示大部分都不成立，聯會正準
備相關文件作澄清，他更透露，單車聯會已
向康文署提交2011年、12年的財務報告，
其他的已定提交限期，他也承認，聯會成
立逾50年，部分資料包括永久會員的資料
未夠系統化，或有遺失，未來要盡力完善。

獲新任會長梁昌明及多名副會長資助
下，單車聯會未來數年都不愁醉酒灣小輪
車場沒營運經費，梁鴻德透露，該場地每
年開資逾100萬港元，單車聯會已透過減

省場地人手、外判維修工作節省開支，該
場地最近幾個月的營運情況更勝於預期，
期望將來做到收支平衡。

昨慶功李慧詩奪佳績
單車聯會昨晚為李慧詩奪得場地單車

世界冠軍及港隊在亞洲錦標賽攬下9金大
開慶功宴，以梁昌明為首的會長團向港隊
頒發30萬港元獎金。港隊總教練沈金康透
露，亞錦賽青年組奪5金的逄瑤，將主攻
場地中、長距離項目及包括計時賽的公路
比賽，但他未有透露逄瑤出戰本屆全運會
的機會。

另一方面，香港體育學院與5名來自
內地及外國的科研專家簽訂協議，為港單
車隊提供科研支援。

港單車聯會改有限公司

▲單車聯會會長梁昌明（右一）向
黃金寶（右二）頒發紀念品，以表
揚其貢獻 本報攝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的
歌聲在耳邊響起，平日以要求嚴厲見稱的
沈金康頓時笑逐顏開，全因一班現役及昔
日香港單車隊車手，包括世界冠軍級的李
慧詩、郭灝霆、已轉為教練的黃金寶等人
，昨晚齊唱生日歌為下月滿60歲的沈教練
慶祝。

妻兒來港相伴
「我活到60歲，第1次這麼多人跟我

過生日，很激動。」不單只一眾愛徒，甚

至連妻兒也到香港出席昨晚的慶功宴，與
沈金康一起順道慶祝生日，難怪 「老沈」
高興得差點忘記許願便吹熄生日蛋糕上
的蠟燭。 「如果願望是2016年的奧運會
獎牌，那太艱難了。」談到生日願望時
，他說： 「希望香港單車繼續蓬勃發展
吧。」

沈金康昨午還笑說60歲是退休的開始
，但很快就忙於研究港隊準備2016年的計
劃，他說： 「本來我想退，但又簽下合約
（體院合約）了，現在我不會退休了。」

沈金康生日笑逐顏開
馬菲爾

【本報訊】乒乓球團體
世界杯昨天在廣州開賽，香
港女子隊小將李皓晴首天大
放異彩，在港女乒硬撼韓國
女乒的大戰中，為港女乒贏
下決勝的第5場，獲國際乒
聯官網封為 「女英雄」，港
女乒首名出線機會因此看
俏。

助港隊贏決勝戰
港女乒昨排陣讓帖雅娜

、姜華珺打第3場的女雙，
爭取兩人合力贏此一場並拿
下兩場單打，避免要打第5
場決勝，只是帖雅娜在第4
場打到決勝局負石賀淨，就
令比賽戰成場數二平，李皓
晴在決勝戰的壓力下，以局
數3：2力挫朴英淑，助港女
乒克韓國，今天挫埃及即可
首名入8強。

中國男、女乒昨同樣2
戰全勝兼且一局未失，兩隊
俱小組首名出線8強。中國
男乒昨分別挫新加坡、埃
及，中國女乒則贏美國、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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