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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邦占士賽前領取MVP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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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火爆冷負公牛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六日消息：熱火球星勒邦
占士於周一的NBA季後賽東岸4強首戰，向主場的熱火
球迷分享贏得常規賽最有價值球員（MVP）的喜悅，但
慶祝氣氛卻遭客軍公牛破壞。熱火今仗在最後階段崩潰，被公牛打出10：0攻
勢，最終以86：93爆冷輸波而回。

周一NBA季後賽賽果
主場

比分

總成績

作客

東岸4強
熱火①

86：93

0：1

公牛⑤

1：0

勇士⑥

勒邦占士開賽前從NBA總裁斯特恩手中
接過MVP獎座， 「大帝」今仗亦繼續有全面
表現，貢獻24分、8個籃板及7次助攻，但球隊
全場命中率不足4成，埋下了輸波伏線。完場
前兩分鐘熱火仍以86：83領先，但之後被公牛
的比連尼及利特羅賓遜合力連取10分，最終倒
輸86：93，首場主場比賽便敗陣而回。
熱火今仗另一致命傷是籃板球數目差距，
公牛今仗摘下46個籃板，中鋒J諾亞更取得5個
進攻籃板之多，相反熱火全場只有32個籃板球

西岸4強
馬刺②

106：106

（第1次加時115：115）
（第2次加時129：127）

周三NBA季後賽賽程
主

客

。公牛以利特羅賓遜表現最好，他攻入27分及
交出9次助攻。
雖然第1場主場就失利，但勒邦占士強調
勝敗乃兵家常事，他說： 「我並沒有因為輸波
而情緒低落，因為季後賽本身充滿變數，尤其
我們今仗遇上了頑強的對手。」第二場比賽於
周三舉行，熱火繼續有主場之利。

直播

東岸4強
周四早上7時

熱火①

公牛⑤

馬刺②

勇士⑥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港壁球隊總教練蔡玉坤（右二）喜見歐詠芝（左二）
及陳浩鈴取得好成績
本報攝

歐詠芝信心大增
【本報訊】早前到巴基斯坦參加亞洲壁球錦標賽的香港
壁球隊昨午返港，奪得冠軍的女將歐詠芝對歷史性為個人及
港隊贏得該錦標表示高興，揚言錦標有如強心針，為她帶來
信心，更為自己往後爭冠路上增添勝算。
歐詠芝認為今屆只有馬來西亞的選手比較難纏，但由於
大家自小便對陣，熟悉對手打法，鬥心的強弱成為勝負關鍵
，亦是其奪標主因。她認為今次奪冠足以證明其個人實力，
如今只擔心自己在比賽發揮的穩定性，但會努力克服，更把
目標定在維持世界排名前十。她又認為擊敗馬來西亞球手劉
薇雯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因為對手的球風跟馬來西亞名將妮
高接近，讓她更有信心面對這位世界 「
一姐」。歐詠芝返港
後便面對大學終期考試，自言沒時間準備稍為擔心。母親節
將近，歐詠芝希望考試後和母親吃飯慶祝，並把獎牌送給她。
奪得個人銅牌的陳浩鈴亦感到獎牌有如強心針，希望將
來可以再取好成績。

▲

【本報實習記者曹旭瀋陽七日電】本月10日將進行
第十二屆全國運動會的首項比賽──競走，同日將產生
十二運首枚金牌。經過嚴格選拔脫穎而出的12名首金頒
獎禮儀員，正在接受為期四天的全封閉軍事化集訓，力
爭打響首金頒獎服務戰。
據了解，本次培訓課程包含站姿、走姿、蹲姿、引領
、手勢、身韻、表情等內容，培訓教師還將針對志願者的
心理素質、反應能力和服務意識等進行有針對性的輔導。
來自瀋陽師範大學空乘專業的志願者說： 「
培訓很
累，但我一定會堅持住。」瀋陽航空航天大學空乘專業
的志願者帶自己的招牌微笑對記者說： 「我很期
待服務本屆全運會瀋陽賽區首枚金牌那一天。」
全運瀋陽賽區志願者工作部佟先生表
示： 「這次服務首金的頒獎禮儀志願者
是所有志願者中的首次亮相。本次培訓
可以說是魔鬼式訓練，內容枯燥、艱苦
，但只有經過這四天訓練的志願者才可
以服務於首金。之所以選出12名志願者
，是選10備2，避免訓練中堅持不住或
臨時生病等小概率事件發生。」

港足開操備戰國際賽
另方面，金判坤關注上周的聯賽護級
大戰，更笑說自己選錯戲碼： 「我預期公
民對傑志會很精彩，結果頗為失望，看了
半場後去了看流浪對太陽飛馬，豈料更失
望。」他說晨曦擊敗南華是其預計之外，
但相信香港人受過教育，不會有 「放水」
之舉。

體操預賽今舉行

金判坤（左二）有信心可以讓球員
保持狀態到下月鬥菲律賓
本報攝
▲

科夫承諾在港
足踢出最佳表現
本報攝

首次入選港足，但所屬球隊下季降班，杜瀚滔
（左）與荊騰心情複雜
本報攝

荊騰杜瀚滔心情複雜
▲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全運首金禮儀志願者
接受四天全封閉集訓

勒邦占士（右）從NBA總裁斯特
恩手中接過MVP獎座
路透社

【本報訊】今季港甲足球聯賽上周日
戰罷，香港足球代表隊昨起備戰下月4日
主場對菲律賓的國際友誼賽，而漫長的球
季來到尾聲，讓港腳保持狀態到出戰菲隊
成為署理主教練金判坤最看重的任務，在
不夠1個月的備戰期內將踢4場練習賽的港
足，明午會跟南區 「拍跳」。
周六踢足總杯決賽的傑志港腳，昨晨
在港足訓練前的會議後，即回球會報到，
加上身處內地及請假的球員，港足昨晨在
蒲崗村道公園操練只有15名球員參與。金
判坤承認球季後安排國際賽並非最理想，
但在6月、8月的賽期間選擇是 「兩害取其
輕」： 「
球季到了尾聲，要讓球員體能、
精神上都保持在競技水平相當困難，但如
果不在6月安排比賽準備亞洲杯外圍賽，
就要選擇在8月比賽，那時候正值球季前
，球員的狀態將更差。」他解釋，徐德帥
是次未有入選，是因為該名球員本月要回
內地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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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教練蔡玉坤表示，香港壁球代表隊實力向來不錯，不
時取得佳績，並認為歐詠芝兩年前已經相當出色，不過比賽
講求心理素質及發揮，獎牌的顏色有時候也講點運氣。總括
而言，他認為香港壁球前景極佳，多個年齡層均人才輩出，
同時他期望男單成績可以有所突破。

now635台

徐德帥因結婚落選
金帥表示，港足要跟球員體能、身形
與歐洲球隊無異的菲隊抗衡，首要是保持
體能狀態，他有信心港足球員可以做到，
他還強調不能輕視這場國際友誼賽： 「
到
下場比賽之前，外界只會記我們上仗的
表現，如果輸給菲律賓，人們就會認為香
港足球水平還未夠好！」
將在月中領取特區護照的科夫說： 「
我來香港已有10年，我愛這裡的每個人，
我會為港足奉獻最好的表現，讓香港人感
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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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首次成為 「大港
腳」的大埔中場荊騰、前鋒杜瀚
滔昨隨港足訓練未見興奮神情，
皆因兩人效力的球隊上周六護級
失敗，按例來季要降落乙組，荊
騰表示心情複雜，更擔心連累照
顧球員飲食的職員失業，杜瀚滔
更稱無法面對球迷。
第1次入選港足對兩名大埔
球員本是喜訊，但大埔面臨降班
足以令兩名新晉港腳 「食髓也不
知味」，荊騰說： 「入選港足是
好消息，但這是在護級戰前知道
的，護級失敗所有興奮感覺都消
失了，心情好複雜。」在大埔區
居住的杜瀚滔則表示難以面對區
內的忠心擁躉： 「
亞洲足協杯我

們踢過、今季又拿了銀
牌冠軍，沒想過最終
降班的竟是我們。很尷尬，我無
法面對球迷。」
杜瀚滔續說：「
大埔是最有人
情味的球隊，我很不捨得，一降
班可能所有人都會離開。」荊騰
就怕球隊降班，連累平日中午為
他們準備 「
住家飯」的 「航姐」
失業，他說： 「
我不知該如何面
對每天為我們煮飯的 『航姐』。」
大埔下周仍要出戰亞洲足協
杯附加賽，球隊今午復操，由於
球會秘書長陳平外遊未回港，球
隊去向未定，但部分 「元老級」
球員如陳思榮、呂志興都有意願
隨隊降到乙組。


火箭 奪世錦賽冠軍
奧蘇利雲（左）抱兒子與世錦賽冠軍獎杯
合照
法新社
▲

■傳真：28345104

周四早上9時30分



蔡玉坤：港壁前景佳

西岸4強

▼

■電話：25757181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開賽（香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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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
火箭」奧蘇利雲成
功衛冕世界桌球錦標賽冠軍。英格蘭
球手奧蘇利雲在謝菲爾德克魯斯堡
劇院上演的決賽以18：12擊敗同胞
賀堅斯，順利第5度稱王，並延續他
在世錦賽決賽100%的勝率，不過 「
火箭」賽後又再透露退役想法，明
言未知明年會否以衛冕冠軍身份參
賽。
奧蘇利雲於昨日舉行的決賽最後
一節，雖然一開始便被負隅頑抗的賀
堅斯連追兩局，一度追成12：15，但
「
火箭」未有陣腳大亂，之後先後打
出單桿77、88及86分連贏3局，以18
：12鎖定勝局完成衛冕冠軍。
「
火箭」在兒子陪同下領取世錦
賽冠軍獎杯，是他歷來第5次稱王，

他亦是世錦賽移師克魯斯堡劇院舉行
後，第3名能夠衛冕冠軍的球手，此
前只有戴維斯及亨特利能夠連贏兩屆
冠軍。奧蘇利雲在今屆賽事亦創下新
紀錄，他在決賽階段6次打出單桿破
百，是賽事歷來新高，而他在世錦賽
累積130次單桿破百，亦超越了亨特
利保持的次數紀錄。37歲的 「火箭」
贏得了25萬英鎊的冠軍獎金。
雖然成功衛冕，但 「火箭」拒絕
表態會否明年出戰爭取三連冠，暗示
有可能再度退役： 「我不會承諾明年
一定回來這裡比賽，因為我很享受離
開桌球的日子。」奧蘇利雲感謝賽會
給予他外卡參賽，又大讚決賽對手賀
堅斯： 「
他在比賽中給我極大的壓力
，我傾盡全力才能贏得比賽。」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七日電】第十二屆全
國運動會體操預賽暨全國體操錦標賽將於明天
在大連體育中心體育館開賽，中國奧運史上首位五
金得主鄒凱將亮相本次預賽。此外，陳一冰、馮喆、何
可欣、滕海濱等多名獲得世界冠軍和奧運冠軍的運動員
也將參賽。
據悉，體操比賽分為預賽和正式賽。預賽在5月8日
至12日舉行，正式賽將在8月30日至9月12日舉行，比賽
地點均在大連體育中心體育館。

▲12名全運會首金頒獎禮儀員正在接受訓練
曹旭攝

港男籃東亞賽抽上籤
■本報訊：2013東亞籃球錦標賽下
周四在韓國仁川開賽，7支參賽隊中、
前5名可以晉級今年的亞洲錦標賽。對
上兩屆東亞錦標賽都獲第5名的香港男
籃今屆抽得上籤，雖然與派出國奧隊參
賽的中國同組，但所處的B組僅得3隊
，還避開實力較強的日本、韓國與中華台北，只要擊敗蒙古
就有望晉級4強，取下亞錦賽參賽席位。

簡訊

彭帥馬德里網賽出局
■本報訊：綜合外電西班牙七日消息：繼 「
中國金花」
李娜後，另一名金花彭帥亦在WTA馬德里公開賽首圈出局
。彭帥面對美國小將麥夏莉，苦戰3盤以5：7、7：5、1：6
敗陣，連續第3年在馬德里賽第1圈出局。頭號種子美國的莎
蓮娜威廉斯亦旗開得勝，她以直落兩盤6：2、7：5擊敗東道
主的蓮奴。2號種子俄羅斯的舒拉寶娃及3號種子白俄羅斯球
手艾莎蓮卡同在首圈晉級。

查比沙維域首圈止步
■本報訊：綜合外電西班牙七日消息：ATP馬德里大師
賽周二繼續進行首圈賽事，9號種子查比沙維域爆冷以6：7
（5：7）、3：6，盤數0：2不敵阿根廷的莫納哥，首圈止步
。11號種子東道主的阿爾馬哥路因對手德國的甘基中途退賽
躋身次圈，14號種子日本的錦織圭則以直落兩盤淘汰奧地利
的梅士拿晉級。（now636台香港時間周三下午5時直播第2
圈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