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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華盛頓十三日消息：連創
美國高爾夫球大師賽最年輕參賽、最年輕晉級紀錄
的中國14歲球手關天朗，13日再有收穫，他得到了
象徵本屆賽事最佳業餘球員的銀杯獎。

共有6名業餘球員得到了參加本屆大師賽的機
會，關天朗是唯一一名晉級第2階段的選手。美國
大師賽從1952年開始對打出最低桿數的業餘球員進
行嘉獎，如果要獲得最佳業餘球員銀杯獎，那麼該
球員就必須在前兩天36洞賽事之後成功晉級。每年
大師賽的最佳業餘球員將在所有賽事結束後，與當
年冠軍共同獲邀進入巴特勒小屋出席頒獎儀式。

感開心榮幸
關天朗在13日的比賽中較前兩天表現稍有遜色

，全場得到5個 「柏忌」，總成績排在所有選手中
的第59位。對於自己今天的表現，關天朗表示很滿
意，他說： 「我今天其實打得不錯，就是缺少點運
氣，幾個 『小鳥』球機會沒有抓住。能夠成為最佳
業餘球員我很開心，明天能夠有機會和大師賽的冠
軍得主一同走進巴特勒小屋，我很榮幸。」

▲關天朗（右）是連創美國高爾夫球大師賽最
年輕參賽、最年輕晉級紀錄的球手 新華社

▼阿朗素第2次在中國站稱王 路透社

▲許昕坦言香港是他的福地
本報攝

▲香港乒總主席余國樑（前排左
二）與頒獎嘉賓及得獎選手合照
，後排左四及左五分別是許昕及
劉詩雯 本報攝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三
日消息：湖人球星高比拜仁遭遇投
身NBA後最嚴重受傷，他因為阿
基里斯腱完全撕裂，需要休息至少
半年，不單提前告別本賽季，籃球
生涯亦有可能受到影響，但他強調
不會因為重創而萌生退役念頭。

無退役念頭
高比在日前對勇士的比賽末段

觸傷，及後證實阿基里斯腱撕裂，
他於周六已成功接受手術，之後要
一段長達6至9個月的康復期，肯定
無緣本季餘下比賽，亦未必可趕及
在下季展開前傷愈。

高比對自己重傷感到失望，但
即將年滿35歲的他，強調不會因此
而退休，他在社交網站上表示： 「
有一天我會開始人生的新一頁，但
絕對不會是今天。」

高比重傷，對現時爭取殺入季
後賽的湖人帶來沉重打擊，隊友們
揚言餘下比賽要為高比而戰，侯活
說： 「即使高比拜仁不在，我們仍
要挺起胸膛上陣，己隊有足夠的實
力，我們會為他贏得總冠軍。」

周一常規賽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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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俊晉級世錦賽正賽
■本報訊：香港桌球好手

傅家俊取得世界桌球錦標賽正
賽入場券。傅家俊在外圍賽最
後一圈賽事面對英格蘭的基爾
拔，首節以局數5：4領先，在

昨天凌晨舉行的第2節，傅家俊一度連贏4局，最終
以10：6擊敗對手，順利出線。

葉詩文領跑國際長跑節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四日電：倫敦奧運會

游泳冠軍葉詩文，14日上午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領跑安利紐崔萊2013北京國際長跑節，二萬餘名
長跑愛好者參加了這次活動。身着一身中國游泳隊
紅色服裝的葉詩文，是組委會特邀的領跑嘉賓，起
跑前她表示，長跑是中國游泳隊平時必備的熱身活
動，這次來領跑北京國際長跑節，希望能有更多的
老百姓投身到長跑健身活動中。

U13港足擒澳門響勝鼓
■本報訊：在亞洲足協14歲以下錦標賽H組外

圍賽第3個比賽天，東道主香港13歲以下代表隊（
U13港足）終開勝門，昨以5：2擊敗澳門，目前戰
績1勝1負。U13港足明仗對手日本，昨以4：0勝蒙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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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球大師賽高球大師賽
關天朗獲銀杯獎

【本報訊】許昕及劉詩雯順利衛冕亞洲杯乒乓球
賽男、女單冠軍。許昕於昨天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舉行的男單決賽，以局數4：2擊敗隊友閻安，劉詩雯
則以局數4：1贏師妹武楊而第3次封后。男女單季軍
為中華台北的莊智淵及日本的石川佳純。

分挫閻安武楊
許昕與閻安的比賽過程緊湊，閻安先取首局後，

許昕反撲連贏3局，雖然閻安力戰扳回一城，但心理
質素較佳的許昕再贏一局，以4：2勝出，比分為4：11

、11：5、12：10、11：9、7：11、11：9。曾在
2009年香港東亞運乒乓球男單奪金的許昕，賽後表示
香港是他的福地，今次奪冠為他出戰下月的世乒賽提
升信心。

劉詩雯以往對陣武楊都有優勢，今仗後者帶傷
上陣，表現大打折扣，劉詩雯輕鬆以11：3、11：6、
15：13、3：11、11：6勝出，是她繼2010年及12年後
再次奪冠。劉詩雯賽後滿意自己發揮，她希望可以在
香港享用地道的奶茶及咖喱魚蛋，之後回到中山繼續
與國家隊進行集訓備戰。

許昕劉詩雯衛冕錦標

▲湖人球星高比拜仁於日前遭遇投身NBA後最
嚴重的受傷

下午3時，上賽道陽光明媚，溫度合宜，除排
位賽被罰最後發車的紅牛車隊車手韋伯選擇了從
維修站出發外，其餘車手均駛上賽道，蓄勢待發
。比賽伊始，咸美頓牢牢控制住了自己的桿位優
勢，雷干倫則因起步慢而被阿朗素和另一法拉利
車手馬沙超越，跌至第4，馬沙因為換胎很快掉落
出第1集團，阿朗素則完美地使用了3次換胎策略，
並在第43圈時再一次超越了領先的維特爾，並從此
「絕塵而去」。

雷干倫第2 咸美頓第3
雷干倫跑到十幾圈時在賽道上被麥拿侖車隊

的佩雷斯擠壓，撞壞了賽車的鼻錐，但這並未對
芬蘭人造成太大的影響。在比賽末段咸美頓一直
試圖超越雷干倫，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阿朗素奪冠後非常興奮，直言： 「這是一個
完美的周末，尤其是在馬來西亞站的遭遇之後。
」西班牙人在上一站馬來西亞站比賽中因撞壞了
賽車前翼而不得不早早退賽。

中國站再稱王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十四日電】14日，F1

中國站冠軍爭奪戰在上賽場打響，法拉利的西
班牙車手阿朗素以1小時36分26秒945的絕對
優勢奪冠，拿到其本賽季首個分站賽冠軍，這
也是他時隔8年後再次在中國站奪冠。蓮花車
隊的芬蘭車手雷干倫以10秒1的差距獲得第2名
，緊隨其後的是在13日排位賽中奪得桿位的奔
馳車隊的英國車手咸美頓，他僅僅比芬蘭人慢
了2秒1。

【本報訊】伊達的12碼球、沙恩
的 「炮彈」勁射、李康廉射入空門及
迪亞高建功，足以令傑志球迷鴉雀無
聲，昨於第16周港甲足球聯賽以4：1
擊垮傑志後，南華距離重奪失落兩季
的聯賽冠軍只差一分，傑志輸波之餘

，更有門將王振鵬向對手施展右勾拳而被罰紅牌，完場後
該隊更起內訌。

昨4：1擊垮傑志
傑志昨仗失3球後靠黃洋 「破蛋」， 「戲肉」到補時

階段才展開，先是王振鵬向阻其開球的文彼得施展右勾拳
落空，領紅牌兼令傑志輸12碼球，迪亞高射成4：1後球證
鳴笛完場。然而，雙方球員在賽後握手時口角，雖未有釀
成更嚴重衝突，但就成為傑志內訌的導火線，傑志助教鄭
兆聰與回到後備席的劉全昆爭執，前者更向 「勸交」的佐
迪、林嘉緯欲有動作，劍拔弩張的氣氛維持了1分鐘始告
平息。

南華餘下兩仗對南區、晨曦只要取一分，已可重奪聯
賽冠軍。南華足主羅傑承與總教練廖俊輝謹慎地表示，一
切要等冠軍到手才談，羅傑承也表達了對教練團的信任。
傑志總領隊伍健坦言，追上南華機會甚微，他承認球隊有
不足，來季會再加球員，總教練甘巴爾則答允留任。

昨天另一場聯賽，榜尾的晨曦錯過贏波機會，作客流
浪在先入兩球下遭2：2迫和，護級形勢命懸一線。

南華重奪冠軍只差一分
港
甲
組足球聯賽

▲鄭兆聰（左）賽後與自家球員 「
講手」 ，目露兇光，連勸阻的林嘉
緯（右）也被其推開 本報攝

▲列斯奧（右）在禁區內撞跌南華球員積施
利，傑志因而被罰12碼 本報攝

本周足球賽事賽程表
日期

4月18日

4月19日

4月20日

4月21日

註：只列甲組

對賽球隊

橫濱FC（香港）對公民

太陽飛馬對傑志

南區對南華

晨曦對大埔

流浪對屯門

賽事

聯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聯賽

場地

小西灣運動場

元朗大球場

香港仔運動場

旺角大球場

深水運動場

時間

晚上8時

晚上8時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下午2時30分

▲ 法拉利車手阿朗素高舉冠軍獎杯
美聯社

▼阿朗素（中）與亞軍的雷干倫
（左）及季軍的咸美頓，於領獎
台合影威水相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