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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暉在世
錦賽半準決賽輸
給對手賀堅斯後
，認為自己在關
鍵時刻沒有一名

有經驗的人幫助自己，沒人告訴他存
在什麼問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賀堅斯在兩年前才投師前世界冠軍
格里菲斯門下，比賽後他反覆強調，
正是因為教練的幫助，他才變得心理
強大，實現了個人職業生涯的突破。

26歲的丁俊暉已經在謝菲爾德住
了近10年，能說不錯的英語，也在當
地買房置業。他平時訓練就在城裡的
桌球學院，沒有教練，平時與他一起
打球的也都是在這裡訓練的球員，都
不怎麼有名氣。他的生活圈子除了女
朋友，就是少數幾個華人朋友。很難
想像，一位世界排名第9的球員，就是
在這樣孤單的環境裡練成的。

桌球運動從一項局限於英國的體
育項目發展成跨越東西方的世界性運
動，丁俊暉在裡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小丁」也成為中國體育職業化道路

上的典範人物，經常與姚明、李娜等
明星相提並論。但是，姚明和李娜背
後都有龐大的專業團隊， 「小丁」為
啥在異國他鄉形單影隻？

桌球是小職業項目
歸根到底還是因為體育項目的不

同。NBA和網球都是高度職業化、全
球性的大項，桌球是個小項目，具體
說來，是一個小的職業項目，可與乒
乓球和羽毛球相比，全球並不普及，
被少數幾個國家控制；職業化可與籃
球、網球、高爾夫球相比，球員自謀
生路，靠獎金和贊助賺錢。

丁俊暉儘管在國內名聲很響，其
實收入與姚明和李娜相去甚遠。今年

的世錦賽獎金創下歷史新高，但冠軍
只有25萬英鎊，一個溫布頓網球賽的
男單冠軍獎金就有近200萬英鎊。桌球
整個市場不是很大，這也是新任世界
桌聯主席赫恩竭力想打開中國市場、
極力想學習高爾夫球和網球的原因所
在。

外部條件不允許
但中國市場的開發並不順利。最

近的中國公開賽， 「小丁」一出局，
門票降到10塊錢都無人問津，因此儘
管中國有了5站積分賽，市場環境依然
脆弱。 「小丁」想學姚明和李娜組建
團隊，外部條件都不允許，桌球與籃
球和網球根本沒有可比性。

當然，按照 「小丁」的經濟條件
，請個教練並不難。不過，據業內人
士透露，在桌球界，球員擁有教練的
並不多，大多數球員都是自己訓練。
很多時候，很多球員只是認為，桌球
不需要其他項目那樣每天陪伴在一起
訓練的教練而已。

丁俊暉當日賽後所抱怨的，與其
說是專業的桌球問題，倒不如說是心
理問題。他在關鍵時刻崩潰已經有很
多次，關鍵是無法正確對待壓力。他
的對手賀堅斯賽後就說： 「贏得比賽
並不是把球打進就可以，丁俊暉的技
術堪比世界冠軍希堅斯，但贏球有時
需要打球之外的因素。」

可以看出， 「小丁」所說的幫助
，更多的是面對壓力時的心理輔導。
請一位教練的作用，也可能不如與一
位知己聊天。

賀堅斯每次談到格里菲斯，也多
是談他的心理醫術。所以，如果 「小
丁」非要組建 「丁之隊」，應該先從
聘請一名心理諮詢師開始。

（據新華社謝菲爾德一日消息）

十二運網球測試賽今舉行
■本報記者宋偉

大連二日電：2013年
「沙河口區」全國網

球邀請賽暨第12屆全
運會測試賽將於明天
在大連市體育中心網

球館舉行，來自國內的3支隊伍將參與此
次角逐。據悉，本次測試賽共有包括解放
軍隊（八一隊）、天津隊和遼寧隊3支隊
伍、32名運動員參加。

目前，比賽裁判長已進場對賽場場地
、器材、主要功能房等進行檢查，並對球

賽計時計分進行培訓。十二運網球比賽共
有7個項目，最終將角逐出7塊金牌。十二
運將於今年8月31日至9月12日在遼寧省舉
行。

橫濱煞科贈球迷九州茶葉
■本報訊：港甲足球隊橫濱FC（香

港）明天於主場小西灣運動場煞科，該隊
將向首300名入場人士贈送日本九州名產
八女茶茶葉。橫濱總教練李志堅表示，會
方正為下季部署，繼續年輕球員搭配日本
外援的方向，大前提是明仗對大埔後能護
級成功，他並希望精神領袖吉武剛能夠留
效。

劉翔是否退役明年有定論
■據新浪體育二日消息：正帶領弟子

訓練的孫海平表示，劉翔是否退役，明年
才會有定論。據孫海平透露，劉翔已經可
以慢跑，但大強度的訓練還是太早， 「我
們花這麼多時間，這麼多人力、精力、財
力，先要把（劉翔）康復這個事情做好。
劉翔本人也是這麼考慮的。」不過，孫海
平續說： 「（劉翔）復出以後，如果能夠
繼續訓練的，我們再練一練，如果實在不
行，扛不住這個大強度訓練，那我們就選
擇時機退役。至於退役以後的事情，現在
說還早。」

丁俊暉難組丁之隊
王子江

周三NBA季後賽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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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火箭」奧蘇利雲爭取
衛冕世界錦標賽又邁進一步。該名英
格蘭球手於昨天凌晨在謝菲爾德克魯
斯堡劇院舉行的8強賽事，以局數13：4
輕取同胞冰咸，強勢殺入4強，將與英
格蘭新星卓林普爭入決賽。（now637台
香港時間下午5時直播準決賽）

懸殊比分淘汰冰咸
退隱一年後復出賽場的奧蘇，延

續凌厲手風，8強對陣冰咸， 「火箭」
首兩節已帶出12：4，比賽重開後再下
一城，以13：4的懸殊比分淘汰對手晉
級。奧蘇4強的對手卓林普，驚濤駭浪
下才能晉級，他8強面對同胞梅菲一度
落後3：8，及後力追收復失地，兩人
戰至12：12，決勝局卓林普贏66：32
，以13：12險勝過關。

同樣來自英格蘭的球手賀堅斯及
禾頓都是首次殺入4強，兩人將在另一
場4強正面交鋒。

賀堅斯8強淘汰中國的丁俊暉晉級
，禾頓則以13：6擊敗威爾士小將米高
韋德。

奧蘇強勢入4強
桌球世錦賽桌球世錦賽

夏登三分球神準

【本報訊】
綜合外電美國
一日消息：場

數一度落後0：3的火箭，再度力挽
狂瀾保持出線希望。火箭於周三舉
行的NBA季後賽首圈作客雷霆的第
5場比賽，再輸一場便出局的客軍
，今仗憑藉 「倒戈」 的夏登大發神
威，以107：100擊敗主隊，總成績
追至2：3。

火箭上仗擊敗雷霆，但夏登錄得
10次失誤。今仗夏登終於復蘇，失誤
大幅減少至只有3次，而且他今仗三分
球神準，全場9射7中，取得全隊最高
的31分。夏登因為感冒而缺陣了賽前
的訓練，但他依然披甲，並立下大功
，他賽後說： 「我希望為球隊作出貢
獻，因為今仗如果失利己隊便會出局
。我一直睡到賽前，所以在比賽中充
滿能量。」

林書豪繼續因為胸傷避戰，但隊
友們相當爭氣，除了夏登之外，其餘4
名正選都有雙位數得分，包括交出21
分及10個籃板的中鋒奧馬艾錫克。

下仗主場有機會追平雷霆
雷霆雖然有杜蘭特攻入全場最高

36分，但全隊不足42%的投射命中率
，成為球隊輸波的致命傷。第6戰將於
周五在休斯敦舉行，火箭有機會借主
場之利追成平手。

▼火箭再追回一場，夏
登（左）居功至偉

美聯社

▲無法戎裝披甲的火箭球員林書豪（右），
在後備席為隊友打氣 法新社

▲雷霆主將杜蘭特（左一）在火箭的嚴密防守中
闖關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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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再扳一城火箭再扳一城

【本報訊】將出戰本屆世乒賽的唐
鵬，其球手妻子帖雅娜懷孕約6周，將升
級成為父親的唐鵬表示： 「我很希望她
可以為我生個女兒，因為女兒通常都跟
爸爸比較親近，當然能為我生一對龍鳳
胎自然更好。」

帖雅娜不會放棄乒球
帖雅娜預產期是11月，嬰兒性別暫

未得知。唐鵬表示，帖雅娜不會放棄乒
乓球，因為她仍然滿懷爭取奧運會冠軍
的希望。對於今次世乒賽戰績預估，唐
鵬信心順序為男雙、混雙，最後才是單
打，這相對外間的預期稍有分別，外間

普遍對他的單打更具信心，但他表示自
己混雙跟吳穎嵐配合已有一段日子，默
契其實不錯，故比單打更有期望。

至於剛由球員轉為教練的李靜，表
示自己終於對教練身份感到習慣，對於
年輕球員能力未必如自己，他坦言不能
如此比較，始終當球員跟當教練的心態
並不相同。如今在浸會大學修讀碩士
課程的他，已經成為 「斯文人」，相
比嚴苛斥責，認為說話是一種誘導他
人引發潛力的藝術，故他更喜歡以說
話鼓勵球員，又表示自己即將於浸會的
碩士課程中畢業，對其教導後輩很有幫
助。

【本報訊】香港乒乓球代表隊派出
6男6女，參加本月13日在法國巴黎展開
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進入新舊交替期
的港隊，今次派出7名 「90後」小將出
戰，女隊的李皓晴及男隊的黃鎮廷都希
望能夠在雙打賽事取得好的成績。

夥拍姜華珺
由於老將帖雅娜因為懷孕而缺席本

屆賽事，所以女隊的爭牌希望落在老將
姜華珺及新星李皓晴身上。李皓晴今次

是第2次參加世乒賽，她在最新公布的
女單世界排名中從第58位跳升至第35位
，有望在11日舉行的抽籤中早段避開前
列種子球手。李皓晴除了希望女單躋身
16強之外，更坦言期待與姜華珺在女雙
「搶牌」，兩人在倫敦奧運會前開始合

作，去年曾在國際乒聯巡迴賽中國公開
賽奪冠。最後一次帶領女隊出戰世乒賽
的教練李惠芬，對姜、李組合寄予厚
望。

男隊則有黃鎮廷及麥景皓兩名 「90

後」，夥拍唐鵬、江天一等前輩出賽。
黃鎮廷在今年2月的科威特公開賽面對
中國名將張繼科，曾一度領先局數3：1
，最後以3：4惜敗。首次征戰世乒賽的
黃鎮廷直言緊張，他希望與 「準爸爸」
唐鵬合作出戰男雙，可以取得前十六
名。

港隊在上屆世乒賽分別在女雙及混
雙取得銅牌，首次以署理總教練身份領
軍的男隊主教練陳江華表示，港隊在女
雙及混雙都有再次爭牌的希望。

▲唐鵬（前）比較看好自己在混雙的
機會 本報攝

唐鵬盼生龍鳳胎

▲李皓晴是港女乒的希望
本報攝

港隊7小將征世乒賽

李皓晴寄望雙打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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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主將韋斯博克於周三的NBA
季後賽首圈第5戰，扶着枴杖亮相雷霆
主場福特中心球場，但他只能目送球隊
被火箭的瘋狂外圍攻勢擊倒，未能鎖定
首圈勝局。今場敗仗，進一步反映韋斯
博克缺陣對雷霆的負面影響，就算該支
西岸頭號種子最終能夠淘汰對手出線，
但挑戰總冠軍的希望是相當渺茫。

韋斯博克在第2戰比賽中受傷，宣
告提前告別本賽季，雖然雷霆尚可拿下
第3戰，但明顯已力不從心，第4戰及第
5戰，雷霆都被火箭技術性擊倒。連應
付8號種子火箭都如此費力，又有何本
錢談論爭奪總冠軍？

韋斯博克一向予人 「獨食」感覺，
經常被人詬病未能履行控球後衛的職責
，但他常規賽場均貢獻23.2分及7次助
攻的數據，在隊中的貢獻絕對不能抹殺
。缺少韋斯博克，杜蘭特要包辦得分及
策動助攻的工作，負擔極大，而且其他
隊友表現乏力，更令他百上加斤。

靠杜蘭特單天保至尊
現時總成績領先3：2的雷霆，未

來兩仗尚有一場主場在手，面對表
現同樣反覆的火箭，出線希望仍
然樂觀，但只靠杜蘭特 「單天
保至尊」的雷霆，實在欠缺
爭取總冠軍霸氣。

一得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