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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4場護級戰同一時間鳴笛
■本報訊：香港足總昨公布

本季港甲足球聯賽最後一周賽程
安排，4場與護級形勢有關的比
賽：南華主場對晨曦、傑志主場
對公民、流浪主場對太陽飛馬及

橫濱FC（香港）主場對大埔，將在下周六下午3時30
分同時開賽，南區主場對屯門則在下周日下午2時30
分開賽。

元朗獲得7位數港元贊助
■本報訊：已獲升上港甲資格的港乙足球聯賽冠

軍元朗足球隊，宣布獲上市公司成為來季冠名贊助，
金額達7位數港元。獲元朗區議會授權下季起籌組球
隊的元朗足球會，稍後將舉行就職儀式，主席王威信
期望集合更多區內商號出資贊助球隊，如不成功，來
季班費便會由個別人士 「包底」。

殘疾人田徑賽北京站開賽
■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22日，2013年中

國殘疾人田徑公開賽暨IPC田徑大獎賽在中國殘疾人
體育運動管理中心開賽，這也是中國首次舉辦國際殘
疾人奧委會（IPC）授權的國際殘疾人田徑單項賽事
。北京站的比賽歷時3天。中國公開賽是IPC田徑大
獎賽6站分站賽中的第2站，首站比賽已於3月在阿聯
酋迪拜舉行，其餘4站比賽將於巴西聖保羅、意大利
格羅塞托、美國亞利桑那和德國柏林舉行。6站分站
賽結束後，6月將於英國舉行大獎賽決賽。

【本報訊】綜合外電德國二十一日消息：WTA
紅土賽季展開，打頭陣的比賽是德國斯圖加特網球公
開賽，2號種子的 「中國金花」李娜首圈輪空，另一
「中國金花」彭帥則在外圍賽爆冷出局，無緣正賽。

唯一一項紅土大滿貫賽事法網將於下月21日舉行
，各路選手四出參加泥地賽備戰法網，斯圖加特公開
賽就是WTA今年首項泥地賽。自上月出戰完邁亞密
公開賽後，李娜一直與教練羅德里格斯積極準備紅土
賽季，斯圖加特賽將是她測試狀態的最好機會。

負德國小將
彭帥就無緣斯圖加特賽，她在外圍賽以頭號種子

身份出戰，但次圈面對世界排名僅178位的東道主小
將菲特森，竟以直落兩盤1：6、5：7落敗，未能晉級
正賽。

斯圖加特賽斯圖加特賽
彭帥外圍賽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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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天津二十一日消息：21日，薩馬
蘭奇紀念館在天津市靜海縣正式對公眾開放，國際奧委會
主席羅格、亞奧理事會主席艾哈邁德．法赫德．薩巴赫、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天津市市長黃興國、薩馬蘭奇親
屬等出席開幕儀式，並為紀念館揭幕。鄧亞萍等其他90多
位國際奧委會委員、數百位來賓共同出席了開幕儀式。

羅格等揭幕
羅格在致辭中高度讚揚了薩馬蘭奇為國際奧林匹克體

育中心作出的傑出貢獻，認為薩馬蘭奇紀念館在中國天津
建成對公眾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深
入發展，他表示非常感謝中國與天津市為此作出的貢獻。
劉鵬說，薩馬蘭奇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長期關心、支
持中國的體育事業，為推動奧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的發展作
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人民永遠感謝他，懷念他。

薩馬蘭奇曾經擔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長達21年
，21日是他逝世3周年紀念日。他在任期內成功推動奧運
會商業化，讓國際奧委會脫離財政危機，對國際奧林匹克
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並且長期關心、支持中國的體育事
業。薩馬蘭奇紀念館由國際奧委會執委、國際拳擊總會主
席吳經國創辦，是世界上唯一得到薩馬蘭奇家族授權和國
際奧委會批准的紀念薩馬蘭奇、傳播奧林匹克精神的場館。

紀念館坐落在天津市靜海縣團泊新城健康產業園，距
離天津市區10公里，佔地14.4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1.9萬
平方米。館內陳列了薩翁一生收藏的書籍、紀念品、生前
用品16578件。展館布展利用幻影成像、球形屏幕、虛擬
現實等手段，使到訪遊客彷彿置身於電影之中，親眼目睹
薩翁一生的傳奇經歷。

紀念館由丹麥HAO建築事務所和新加坡築土國際共
同設計，包括兩個主體建築、3個下沉式院落、200餘個景
觀建築，以及環繞四周的奧林匹克雕塑公園等。紀念館在
設計、建設、用材、布展方面都體現了薩翁一直倡導的 「
綠色奧林匹克」理念。館內展區還設多功能廳、國際紀念
品旗艦店、西班牙商業街、巴塞羅那餐廳等配套設施，構
成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本報訊】中國桌球名將丁俊暉及香
港球手傅家俊，同於今天在英國謝菲爾德
克魯斯堡劇院亮相，出戰世界桌球錦
標賽首圈賽事。為了悼念日前四川雅安
地震的遇難者，丁俊暉在今仗將佩戴黑
紗，並取消入場時播放背景音樂的安排
。（now637台香港時間周二下午5時直
播首圈賽事）

鬥麥馬奴斯
正在英國備戰世錦賽的丁俊暉，於地

震發生當天（20日）得知消息後，立即在
微博撰文，寫下 「雅安，加油！」為災民

打氣。丁俊暉將於今天出戰首圈，面對蘇
格蘭的麥馬奴斯，丁俊暉賽前特意通知世
界桌球聯會，希望在比賽時取消進場音樂
，並允許他佩戴黑紗，世界桌球聯會已批
准了他的要求。

傅家俊則於首圈對戰威爾士球手史蒂
文斯。

昨天再有3名球手首圈突圍而躋身16
強。2005年冠軍、東道主的梅菲對陣同胞
高特，首節領先5：4，在第2節梅菲4次打
出單桿78分或以上，以10：5鎖定勝局。
另一英格蘭球手賀堅斯迎戰同胞利素斯基
亦輕鬆贏出，首節賀堅斯領先6：3，第2
節他連取4局，以10：3淘汰對手。 「金
左手」威爾士的威廉斯則慘遭滑鐵盧，
以6：10不敵同胞小將米高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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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暉戴黑紗黑紗上陣

本個球季肯定以前五名完成港甲足球聯賽的南區，球
季未結束便提早在昨晚舉行慶功宴，主席陳文俊透露，曾

被譽為 「的士大王」的贊助人李超凡下季將加大投資額，預計球隊班費將由本
季550萬港元增至600萬元，他更笑言本季預留20萬元作贏波獎金，現已超出預
期。陳文俊表示，南區欲留用所有球員，並會調高薪酬，但已風聞隊中個別本
地球員獲其他球隊青睞，在 「量力而為」的財政原則下，無法以高薪跟其他隊
「搶人」。 本報攝

▲全球首個薩馬蘭奇紀念館在天津建成開館，館內
16578件與薩馬蘭奇相關的珍貴藏品首次對外展出

中新社

南 區 慶 功

缺高比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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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NBA季後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東岸

周三早上7時30分

周三早上8時

西岸

周三早上10時30分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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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因為重傷而無緣出戰，只能在電
視前觀看球隊作客馬刺的直播，他於比賽
過程中更不時在推特上發文，為球隊出謀
獻策。缺少高比領軍的湖人，外線進攻表
現低迷，只能依賴內線得分，高比在推特
上亦大呼 「低位，低位！」呼籲隊友加素
爾留在內線等候機會。湖人亦偏向在內線
的陣地戰進攻，全場內線得分達40分，相
反快攻得分只有2分，遠少於對手的17
分。

侯活加素爾交足功課
侯活及加素爾今仗交足功課，前者錄

得20分及15個籃板，加素爾則有16分及16
個籃板收穫。然而，湖人其他球員演出平
平，相反獲柏加及真路比利復出的馬刺表
現平穩，兩人及鄧肯合共取得53分，帶領
球隊以由頭帶到尾姿態勝出。

不敵馬刺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二十一日消息：球星高比拜

仁缺陣對湖人的影響，在季後賽首圈作客馬刺一戰浮現。
雖然湖人兩名內線好手侯活及加素爾今仗都有搶眼演出，

但球隊外圍進攻乏力，陷於苦戰的湖人最終以79：91不敵對手，總成績以0：1落
後。在推特上 「督師」 的高比對賽果極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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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4年後，火箭再次登上
NBA季後賽舞台，昔日依賴姚明及
老將莫湯保征戰的火箭，如今依賴
一眾年輕球員打江山，但欠缺經驗
，令球隊在季後賽首戰硬撼雷霆付
出大敗而回的沉重代價。

缺季後賽經驗
進入 「後姚明時代」的火箭近

年積極重建，本季一口氣網羅林書
豪、夏登及奧馬艾錫克3名主力新
兵，配合C柏桑斯、G史密夫等小
將，銳意以全新面貌逐鹿聯盟。陣
容年輕的火箭在常規賽表現可人，
順利取得季後賽入場券。

新兵眾多的火箭，默契尚可在
漫長的常規賽比賽中建立，但征戰
季後賽極為重要的經驗，卻非一朝
一夕能夠取得。對雷霆的季後賽首
圈第1戰，火箭5名正選球員中，林
書豪、G史密夫及C柏桑斯都是首
次躋身季後賽，只有夏登及奧馬艾
錫克有出戰季後賽的經驗。

在雷霆全場爆滿、18000名球
迷吶喊助威的主場，面對上季殺入
總決賽、陣中有費沙、柏堅斯等老
波骨的雷霆人馬，火箭的新人們明
顯怯場，雖然雷霆實力在火箭之上
，但火箭今仗完全是 「輸自己」，
投射命中率低是致命傷。

除非林書豪再現 「林瘋」傳奇
、夏登每場都有超水準的演出，
否則以現時火箭的戰力，很難在
雷霆身上創造 「黑八」奇。雖然
首圈行人止步機會甚高，但亮相
季後賽對年輕的火箭已經是難能
可貴的經驗，只要保持陣容
穩定，充滿活力的火箭在未
來幾年的季後賽將更有
作為。

一得之見

▲火箭的林書豪（左）季後賽首秀表現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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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霆主將杜蘭特
（中）與隊友擊掌
，慶祝勝利 法新社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二十一
日消息：NBA生涯首次出戰季後賽
，美籍華裔球員林書豪便遭遇慘敗。
周一火箭作客雷霆以91：120大敗而
回，林書豪全場7射只得1中，僅得4
分及4次助攻。

上寶貴一課
林書豪上季在紐約人因傷無緣季

後賽，今次隨火箭出征是他的季後賽
「處子」戰，面對上季西岸盟主雷霆

，林書豪與火箭上了寶貴的一課。面
對防守嚴密的雷霆，火箭命中率大幅
下降，全場只得36.3%，三分球命中
率更只有22.2%， 「倒戈」的夏登雖

然攻入20分，但19射僅得6中。
季後賽首秀以輸波收場，林書豪

賽後表示自己及球隊會吸取失敗教訓
，他說： 「己隊在比賽中表現不濟，
輸波沒有任何藉口，我們在敗仗中學
到很多，希望第2場比賽可以有不同
的演出。」

東岸的頭號種子熱火首戰則大
勝對手，周一主場面對公鹿，主隊
主將勒邦占士再有全面演出，貢獻
27分、10個籃板及8次助攻，協助球
隊以110：87輕取公鹿。曾聲言能在
6場內擊敗熱火的公鹿球員B贊寧斯
，雖然取得26分，但命中率僅得
40%。

林書豪處子騷啞火

▲ 馬刺主將柏加在
得分後，做出趣怪
動作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