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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今夏征戰濰坊杯
■本報訊：港甲

足球隊流浪獲邀派該
隊的18歲以下青年軍
，出戰今年7月28日
至8月4日在山東舉行

的第7屆濰坊杯國際青年足球賽。流浪總
監李輝立昨表示，是次參賽雖然要球隊自
費，但領導層已初步同意派隊角逐。本屆
濰坊杯維持由12隊角逐，已確定參賽的有
中國青年隊、山東魯能青年軍、朝鮮青年
隊、蒙古青年隊、墨西哥瓜達拉哈拉芝華
士青年軍、葡超波圖青年軍與英超新特蘭
青年軍。

陳肇麒本季中甲開齋
■本報訊：香港足球隊首席前鋒陳肇

麒在上周日取得個人本季中甲聯賽首個入
球，協助廣東日之泉以3：2挫敗哈爾濱毅
騰，暫以4勝1負的成績排中甲第3位。陳
肇麒以 「遠程炮」為球隊開紀錄後，特別
向看台上兩名因傷缺陣的隊友作敬禮的動

作，他還說入球是對個人努力的最好獎賞
，另一位港將梁振邦本季曾改踢右中場、
右後衛，前天一戰則回到防守中場位置。

蔣氏姐妹全國賽摘金
■據中新社成都十五日消息：2013年

全國花樣游泳冠軍賽暨第12屆全運會花樣
游泳預賽14日晚在成都落幕，代表四川出
戰的雙胞胎姐妹蔣文文／蔣婷婷以96.00
分在雙人自由自選項目上摘金，又助己隊
得到集體自由組合的銅牌。廣東、北京分
獲集體、集體自由組合冠軍。27歲的蔣文
文／蔣婷婷曾為中國花游隊勇奪首個世界
杯冠軍，她們已定於10月同時出嫁。

吳安儀蘇文欣攜手登頂
■本報訊：香港女子桌球代表隊在剛

於英國劍橋結束的世界女子職業桌球錦標
賽收穫1冠2季，其中吳安儀與蘇文欣在雙
打賽決賽，以局數2：0勝英格蘭球手露蘭
與拉脫維亞球手華斯莉查娃組合，首度問
鼎世錦賽冠軍，吳安儀與余晶晶則打入個
人賽4強，同獲季軍。

【本報訊】今個香港甲組足球球季第
10次甲組座談會昨天召開，由於臨近季尾
，各甲組隊都對來季聯賽以至往後的新職
業聯賽表達了關注，消息說，雖然香港足
總行政總裁薛基輔表示下月可帶來關於來
季聯賽贊助的好消息，但有與會的球隊
代表擔心下季暫停升降制、聯賽贊助又
未落實下，將出現部分甲組隊 「縮皮」的
現象。

最終導致比賽質素下降
消息說，香港賽馬會無意資助職業足

球聯賽，雖然薛基輔表示下月可為甲組會
帶來有關贊助的好消息，但有與會代表表
示，一旦暫停升降制而球隊經濟環境未見
好轉，會考慮起用更多青年球員、大搞 「
青春班」以減輕開支，也有其他球會人士
憂慮，來季只有南華、傑志、太陽飛馬、
橫濱FC（香港）有能力及願意大灑金錢
，屆時會令甲組比賽質素下降。

另外，前傑志球員史畢斯無工作證下
踢甲組比賽一事，仍是甲組座談會焦點，
有球會代表認為，足總在事件上無可避免
要負責，職務是領導足總改革的薛基輔未

能及時發現漏洞，也難逃部分責任，至於
薛基輔回應說香港入境處就事件的調查未
有定論，令個別球會代表擔心在史畢斯已
回美國下，事件成 「無頭公案」。另一方
面，會上也確認了中華台北球員跟內援一
樣，可在足總連續註冊滿兩年後轉為本地
球員身份。

已獲升班資格的乙組球隊元朗則關注
電視直播的成本效益，昨與會的元朗足球
會主席王威信期望足總能找到贊助，讓各
隊不用承擔全數費用，他說，球隊也會考
慮各隊的取態，不會 「離群」。

周二常規賽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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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中）於結束陳述會後，接受記者採訪 新華社

港甲球隊關注暫停升降制

【本報訊】據新華社華盛頓十四
日消息：連創高爾夫球界最年輕紀錄
的中國小將關天朗，14日以75桿的成
績結束了美國高爾夫球大師賽全部4
天的比賽，以總成績300桿、高於標
準桿12桿的成績排在第58名，結束了

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亮相。
關天朗在本屆大師賽上創造了最

年輕參賽選手、最年輕晉級選手、首
位實現晉級的中國選手等多項紀錄，
他在場上的一舉一動都成為眾人關注
的焦點。雖然在第2階段比賽中的成
績超出第1階段4桿，但關天朗還是表
示對成績很滿意，他說： 「當然，這
是我高爾夫球生涯當中最大的一項成
就，我在這度過了難忘的一周，我很
享受。」

14日的奧古斯塔的天氣狀況更加
複雜，一直陰雨不斷，在天氣多變的
情況下，關天朗的開局並不是十分理
想，首洞就 「吞」下 「柏忌」。在接
下來3洞成功保帕之後，關天朗在第5
洞和第6洞再度拿到 「柏忌」，總成
績也再度下滑。在此後的12洞中，關
天朗拿到兩個 「柏忌」和兩個「小鳥」
，最終以75桿的成績完成當日比賽。

先休整再定往後計劃
比賽結束之後關天朗計劃先休整

一段時間，再決定此後的計劃。在領
取最佳業餘球員銀杯獎後，關天朗表
示： 「我覺得我可能會促使更多的中
國孩子開始打高爾夫球，我很期待。」

澳洲選手斯科特成為賽事的冠軍
。前世界排名第1的美國球手活士，
當天打出了低於標準桿兩桿的成績，
最終以低於標準桿5桿的總成績排名
並列第4位。

關天朗獲第58名
高球大師賽高球大師賽

▲關天朗展示最佳業餘球員銀杯獎
獎杯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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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人的侯活（右）與馬刺
主將鄧肯爭奪籃板 美聯社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四日消息：高比拜仁因
跟腱傷患而賽季報銷，但湖人在 「魔獸」侯活扛起大旗
下，周日晚以91：86擊敗西岸 「二哥」的馬刺，繼續排
在西岸第8位，只要在下周三晚拿下火箭，或者爵士餘
下兩場輸掉一場，湖人便可躋身季後賽，床休息的高
比表示，有必要時將以電話 「遙控」球隊。

侯活是役為湖人貢獻26分、17個籃板及3次封阻，
他在賽後說： 「這是場艱難的勝利，我們彼此信任，統
治了比賽。」未能到場的高比則透過電視觀戰，並且透

過推特表示： 「兄弟們好樣的，做得好。再來一次
。」慈世平傷愈後首次任正選，攻下8分。

高比不排除遙控隊友
缺少高比，湖人即使進季後賽也將陷於苦戰，堪稱

球隊 「場上教練」的高比表示： 「如果有必要的話，我
會在中場休息時透過電話給他們（隊友）提供一些調
整的建議。」馬刺輸波後，有望在季後賽首圈避開湖
人。

【本報訊】在倫敦奧運會實現衛冕後休假半年的中國羽毛球
隊球星林丹，今天在台北小巨蛋開打的亞洲羽毛球錦標賽重返賽
場，首個對手是越南球手杜俊德，若晉級明天的32強，便有機會
碰上去年戰績甚佳的香港球手胡贇。離開國際賽場半年的林丹表
示，對亞錦賽想法不多，只是想找比賽感覺。

亞錦賽首圈對越南球手
世界排名已跌至第40位的林丹，於本屆亞錦賽未入種子之列

，今天若闖過男單第1圈，明天就很大機會對3號種子胡贇。港隊
其他男單球手也在今天出戰，伍家朗將對陣1號種子、中國球手
諶龍，黃永棋、魏楠俱對陣外圍賽晉級球手，陳仁傑對馬來西亞
的阮天明，譚進希則對馬來西亞的劉國綸。其餘4個單項今演外
圍賽，港隊張雁宜在女單外圍賽第1圈對中華台北的江美慧。

明天才出戰女單第1圈比賽的國羽球手李雪芮，昨與諶龍出
席了 「與世界冠軍球手會面」活動，李雪芮表示，近期訓練比較
系統，狀態也比年初好一些，目標肯定是冠軍。

林丹林丹
今今返賽場返賽場

▲李雪芮（左一）與諶
龍（右一）於賽前出席
公開活動 中新社

湖人拔刺續居第8

上周日上周日NBANBA賽果賽果

【本報訊】世界桌球錦標賽決賽周抽籤儀式昨天舉行，香港
球手傅家俊及中國球手丁俊暉在32強分別對威爾斯的史提芬斯及
蘇格蘭的麥文紐斯，兩人俱在下周二亮相。

下周二交鋒
本屆世錦賽決賽周比賽，本周六在英國設菲爾德的克魯斯堡

劇院展開，揭幕戰由本賽季從未亮相的英格蘭 「火箭」奧蘇利雲
擔綱，對手是蘇格蘭的坎貝爾，這次世錦賽是 「火箭」爭取衛冕
之戰及復出之戰。按已定賽程，傅家俊與丁俊暉會到下周二才亮
相，32強賽事採19局10勝制。

至於兩名中國球手梁文博及于德陸就在外圍賽最後一圈賽事
，分別以局數6：10及9：10不敵兩名英格蘭球手馬克戴維斯及京
治，無緣出線。同樣被擋在決賽周門外的，還有英格蘭老將、有
「白旋風」稱號的韋德。

新一屆中國女排主教練競聘會昨於
國家體育總局排球運動管理中心舉行，
同樣有執教中國女排經歷的郎平、蔡斌
，從海外歸來的劉長城與蔣傑參與了競
聘，此前被媒體熱議的陳忠和、賴亞文
並沒參與，陳忠和更放棄了專家評審的
身份。在競聘會上，4名候選人各自進行
了陳述和答辯，排管中心將根據4人的實
際情況結合專家、媒體的觀點進行評估
，確定候選人後再進行討論、評價，再
報批國家體育總局，排管中心主任潘志
琛表示，力爭在本周內公布主教練人選。

領國家隊勝率僅次陳忠和
現年52歲的郎平是上世紀80年代中

國女排 「黃金一代」成員，有 「鐵榔頭
」的稱號，執教中國女排的4年裡，帶領
球隊取得奧運、世錦賽亞軍，三大賽勝
率僅次於陳忠和。郎平在競聘會後表示
，還沒想到當選主教練，她說： 「今天
（周一）來的想法特別簡單，我沒有想
來執教，就是想來分享。大家一起探討
中國排球的發展方向，給中國女排提一
些建議和想法，大家一起磋商現在的
中國女排應該從哪裡起步，目標是什
麼。」

據內地傳媒報道，郎平已跟球會就
執教國家隊達成協議，將在聯賽期間繼
續球會的工作，待遇也不變，郎平也承
認已獲球會支持參與競聘。

最後時刻加入競聘

重掌中國女排
機會大機會大

【本報訊】一直予人 「霧裡看花」 之感的中國女排主教練人選，
隨着中國女排名宿、前主教練郎平昨天在最後時刻加入競聘，戲劇性
地明朗化，這名在1995年至98年間帶領中國女排走出低谷，於奧運
會、世界錦標賽及世界杯勝率達76.7%的名帥，獲一致看好可壓過競
爭對手蔡斌、劉長城與蔣傑，重掌中國女排，內地傳媒更報道，郎平
正執教的廣東恒大女排已允其兼任國家隊及球會主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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