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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市明首捷感謝祖國培養
■據新華社澳門七日消息：兩屆奧運

會冠軍鄒市明在6日晚的拳賽中順利取得
職業拳擊生涯首場勝利，以40：36點勝墨
西哥拳手瓦倫祖埃拉。賽後，鄒市明與妻

子冉瑩穎一同出現在拳台上，向現場所有
支持他的觀眾表示感謝。鄒市明說，很高
興取得第1次4回合比賽的勝利，邁出了職
業生涯的第一步，相信今後還會贏得更多
6回合、8回合乃至12回合的比賽。 「感謝
祖國培養了我，在奧運會取得好的成績，
今天才有機會站在這裡。」鄒市明說， 「
不管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舞台，我的身上
都刻着中國人。」

朱雨玲獲直通巴黎入場券
■本報記者徐小瑜河源七日電： 「直

通巴黎」2013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女
乒經過3個階段的選拔，年輕小將朱雨玲
最終獲得第6張入場券。此前5張直通入場
券分別被李曉霞、劉詩雯、武楊、胡麗梅
及丁寧奪走，第7張則不經過選拔賽產生
，將在教練組綜合評定後給予某球員，屆
時7人將參加下月13日至20日在法國巴黎
舉行的世界乒乓球單項錦標賽。競爭第6
張入場券最為激烈，陳夢、朱雨玲和文佳

競爭此張入場券，根據安排，7日比賽採
取上月初中國男乒曾使用的血戰到底規則
，陳夢、朱雨玲和文佳3人打一個單循環
，必須有人淨勝兩場才能直通，如果第1
輪未能決出人選，從零開始再打一輪單局
循環。在陳夢與朱雨玲對決中，每局比分
不相上下，最終朱雨玲以3：2險勝陳夢。

中國戴杯附加賽完勝台北
■據新浪體育七日消息：2013年戴維

斯杯亞大區I組第一輪附加賽中國與中華
台北第3天的較量，中國在前兩天比賽結
束後已經取得3：0的優勢，提前鎖定勝局
，保組成功。在今天進行的兩場單打比賽
中，率先出戰的張擇雖然開局慢熱，但還
是以7：6（9：7）、6：1擊敗陳迪，吳迪
則在6：7（5：7）先
丟一盤的情況下，以
6：4、6：1逆轉黃亮
祺，中國最終以總比
分5：0橫掃台北。

▲ 「90後」 小將
李皓晴的球技是
貨真價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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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李皓晴在今年1月的西班
牙公開賽能打入女單準決賽是因為參
賽的頂尖球手較少、未能反映其實力
的話，那麼，這次在韓國公開賽連續
淘汰3名世界排名前二十的高手從而
再入4強，就足以證明這名 「90後」
小將的球技是貨真價實，也不是一場
、兩場神來之筆的 「爆冷」。李皓晴
走向頂尖球手台階，香港女乒肯定後
繼有人，足以令約滿將離任的港女乒
主教練李惠芬感到安慰。

羅馬尼亞球手薩瑪拉有擊敗帖雅
娜的往績，韓國主力石賀淨具一線球
手實力，日本名將福原愛入過世乒賽
單打8強，但這3人都在韓國賽成為李
皓晴的手下敗將，特別是16強勝石賀
淨一役，李皓晴由局數3：1領先、被
追平再到決勝局4：7落後，最終打到
「刁時」贏12：10，劣勢下未有 「崩

盤」，證明其心理質素甚高，上月在
世界杯團體賽分組賽對韓國女乒出戰
決勝場為港女乒拿下比賽，也印證了
此點。

李惠芬離任前可安慰
綜觀港乒近20年的戰績，李皓晴

應該是戰績最好的 「土炮」，這名20
歲的小妮子目前雖然無法跟年紀輕輕
便取得世界冠軍的中國球手丁寧、劉
詩雯，或日本天才少女石川佳純作比
較，但其進境已足以令香港乒壇自豪
，因為李皓晴的成長證明香港乒總 「
育才計劃」是可行的，一直致力為港
女乒培育接班人的李惠芬在離任前夕
該可感到安慰。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這話並
不適用於李皓晴身上，將來能否像前
輩帖雅娜、姜華珺一樣躋身世界排名
前十，還得看李皓晴的未來進境，但
至少這刻我們看到港女乒的未來希望
。李皓晴球風偏柔、擅長借力，另
外兩名新秀吳穎嵐與管夢圓則分別
是走剛猛、男性化的路線及削球
打法，這批球手接班後，港
女乒陣容有望比目前更
加完整。

▲鄒市明（中）順利取得職業拳擊生涯
首場勝利，邁出了職業生涯的第一步

新華社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六日消
息：WTA美國家庭圈杯網球賽周六的
4強賽上演威廉斯姊妹大戰， 「細威」
莎蓮娜以直落兩盤擊敗 「大威」維納
絲，晉級決賽，將與塞爾維亞的珍高
域爭奪冠軍。

頭號種子兼爭取衛冕的 「細威」
，在4強戰中表現明顯遠較姐姐 「大威
」優勝，她全場共有6次直接發球得分
，第一發球得分率更達75%， 「大威
」則只有55%。首盤 「細威」3次破發
得手，輕鬆贏6：1，第2盤 「細威」兩

度打破姐姐的發球局，以6：2再下一
城，盤數贏2：0，取得兩人24次交手
中的第14場勝仗。失利的 「大威」賽
後大讚妹妹表現出色，重返世界排名
第1是實至名歸。 「細威」對姐姐近期
回勇感到欣慰，她說： 「過去幾年她
（姐姐）都與傷病搏鬥，她能在這項
賽事躋身4強，表現十分出色。」

與珍高域逐后冠
另一場4強賽事，珍高域以2：1淘

汰瑞士的禾姬爾，晉級決賽。

細威挫姐姐晉決賽

【本報訊】國際乒聯職業巡迴賽韓國公開賽的男雙賽事
，因為中國男乒獲准與外國球手搭配而成為焦點，結果由兩
對中韓跨國組合對決的冠軍爭奪戰，以倫敦奧運會男單金牌
得主張繼科與韓國新秀徐賢德的配對，以局數3：2勝馬龍與
李廷佑的 「直橫配」而奪冠作結。

主張雙打跨國組合的中國隊總教練劉國樑表示：「通過實
際效果來看，運動員的互動加強了，比賽的懸念和不確定性
加強了，這樣無形中削弱了國乒包攬的可能，對別的國家來說
也能看到機會。」他強調，國乒要拿出誠意感動其他協會，
包括國際乒聯支持，一起來玩才對世界乒乓球運動發展有益。

李皓晴摘兩銅
至於由中國球手包辦準決賽席位的男單項目，許昕在決

賽以4：2擊敗馬龍，奪得個人今年首個單打錦標。在這次比賽
一鳴驚人的香港隊球手李皓晴，昨晨在女單準決賽以局數2：4
負於最終奪冠的韓國削球手徐孝元，李皓晴連同21歲以下女單
的銅牌，是次比賽共摘兩銅，徐孝元則在決賽以局數4：3擊敗
日本的石川佳純而封后。

張繼科夥拍韓新秀贏男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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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六日消息：熱火主將 「大帝」勒邦占士
於周六的NBA常規賽復出，以一人之力帶領球隊主場以106：87擊敗
76人，取得本季第60場勝仗。

因為腳傷而休息3場比賽的勒邦占士，重返熱火正選陣容，雖然
另外兩名 「超級三巨頭」成員保殊及華迪只作壁上觀，但 「大帝」已
足夠為球隊贏波。勒邦占士復出戰手風甚順，17射12中取得全場最高
的27分，另外5名隊友則錄得雙位數得分，熱火幾乎全場由頭帶到尾
勝出。熱火教練史普爾斯達對勒邦占士復出的表現感到滿意，他說：

「勒邦占士知道自己的身體情況，他（勒邦占士）很
快便適應比賽的節奏，並貢獻極高效率的演出。」

木狼主帥錄得千勝
西岸的木狼則主場以107：101擊敗活塞，前者主

帥艾杜文取得教練生涯第1000場勝仗，成為歷來第8
名千勝教練。

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

4月9日

4月10日

4月12日

4月13日

4月14日

註：只列甲組

對賽球隊

晨曦對佩斯寶

巴東水泥對傑志

太陽飛馬對公民

大埔對南區

橫濱FC（香港）對屯門

流浪對晨曦

傑志對南華

賽事

亞協杯

亞協杯

聯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場地

旺角大球場

印尼

元朗大球場

大埔運動場

小西灣運動場

深水埗運動場

將軍澳運動場

時間

晚上8時

下午4時30分

晚上8時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大帝復出 熱火取60捷

列斯奧的失誤造就昨仗正選陣容只有狄卡奧一名外援的南華在12分鐘
先開紀錄，建功者是鄭禮騫。主隊傑志到55分鐘由黃洋扳平比分。比賽後
半段，傑志更是發揮較好的一方，但南華門將葉鴻輝屢救險球，包括封出
干拿高的近射，讓球隊客場全身而退。

甘巴爾對巴東紀錄驚訝
甘巴爾滿意球隊昨仗發揮及林柱機推上前線的效果，對於巴東的主場

不敗紀錄，該西班牙籍教頭顯得有點驚訝，他說： 「我還不知道有這樣的
紀錄呢，但我們會嘗試爭取客場勝利。」傑志右後衛盧均宜昨仗領黃牌，
累積5面黃牌，周日對南華的聯賽冠軍前哨戰將要停賽。

另外，乙組球隊元朗昨於聯賽以2：0勝港會，提早3輪獲得升班資格
，餘下3場取兩分已足夠奪冠。

足總杯準決賽首回合

【本報訊】近幾場港甲比賽都未能贏波的傑志、南華
，昨於足總杯準決賽首回合以各一言和，不勝紀錄將增至
超過一個月。傑志昨晚隨即啟程前往馬來西亞，再轉飛印
尼，周三下午在當地踢亞洲足協杯分組賽，總教練甘巴爾
乍聞對手巴東水泥擁主場48場不敗紀錄顯得錯愕，但表示
球隊會盡力爭勝。

▲南華隊長李志豪（左）近射，傑志球員劉全昆出腳攔截
本報攝

▼元朗前鋒袁立翔（右）與港會中堅雷拿爭搶皮球
本報攝

傑志主場迫和南華傑志主場迫和南華

【本報訊】港甲足球隊晨曦明晚在亞洲足協杯的對手、印尼球隊佩斯
寶被捲入假波疑雲，印尼傳媒昨報道，佩斯寶教練雅健獲亞洲足協及國際
刑警邀請助查，原因是佩斯寶被懷疑牽涉操控賽果，包括上周三主場3：3
戰平晨曦的亞協杯比賽。

印尼傳媒報道，3名黎巴嫩球證涉操控賽果被捕後，亞洲足協、國際
刑警懷疑尚有另一批人在操控亞協杯賽果，當中涉及印尼球會，但兩個組
織目前未作任何公布，佩斯寶否認有職球員受賄操控賽果，反指球證執法
尺度有問題。

晨曦對手捲入假波疑雲

【本報訊】倫敦奧運會金牌得主、浙江泳手葉詩文，昨晚在
全國游泳冠軍賽暨全運會預選賽第7天比賽角逐中，收穫個人本
屆第3個冠軍，在女子200米背泳以2分09秒12的成績折桂。上海
泳手陸瀅在昨晚奪得女子50米蝶泳及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冠
軍。

浙江女將200背攬前三
浙江泳手包辦的女子200米背泳前三名，冠軍葉詩文、亞軍

傅園慧及季軍白安琪。女子50米蝶泳，陸瀅決賽游出26秒64奪冠
；男子50米自由泳，代表海軍的寧澤濤以22秒41摘冠；男子100
米蝶泳，廣東泳手周嘉威游出了52秒11的成績，獲得冠軍；女子
800米自由泳，寧夏泳手許丹露以8分25秒09的成績獲得冠軍。

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決賽，上海的周妍欣、孫曄、陸
瀅與唐奕以4分03秒50的成績獲得冠軍，昨晚攬下兩冠的陸瀅，
本屆比賽也獲3項冠軍。

葉詩文陸瀅同奪3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