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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綜合外電美國
二十四日消息

：周五舉行的NBA季後賽東岸決賽，
熱火於主場以93：97不敵溜馬，總成績
被追成1：1，勒邦占士在關鍵時刻的兩
次致命傳球失誤，是熱火無法反敗為勝

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熱火於主場錄得敗
仗。

今仗雙方打來勢均力敵，曾10次互
換領先位置及11次得分平手，溜馬一度
領先達13分，但熱火急起直追，至最後
一分鐘，溜馬僅領先95：93，關鍵時刻
熱火主將勒邦占士在最後兩個攻勢均傳
球失誤，最後溜馬再投進兩個罰球，以
97：93勝出。

熱火的勒邦占士取得全場最高的36
分，無奈最後階段的連番失誤讓他由功
臣變罪人，熱火主帥史普爾斯達為他辯
護說： 「今仗最後階段我們的機會多達
4次，就算失去了兩次，我們仍有足夠
的機會反勝。」

在賽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勒邦占士
也承認那兩次失誤是自己的問題。勒邦
占士說： 「我對我自己的判斷感到失望
，在關鍵的時刻接連犯下兩次失誤，但
我以後將會作出補償。」

溜馬先發上場的5人得分均達雙位
數，表現出團隊合力爭勝的精神，當中
希拔取得季後賽新高的29分，並拉下10
個籃板，成為贏波功臣。

周五NBA季後賽賽果
主場

東岸決賽
熱火①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周日NBA季後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東岸決賽
下周一早上8時30分

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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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女籃賽今兩仗
【本報訊】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香港籃球總

會主辦之2013年度香港籃球聯賽女子甲組賽事今晚在官
涌體育館重燃戰火，頭場由南華對荃灣，晚上8時展開
，壓軸戰9時30分，由福建對偉邦，比賽不收門券，歡
迎球迷入場參觀。

頭場南華對荃灣，南華5戰4勝1負，目前仍是成績
最好的隊伍。荃灣5戰4負1勝，護級目標明確，南華未
能安枕。壓軸戰福建對偉邦，福建4戰2勝2負，成績差
強人意，今仗增加了唐曉蕾，可望改善人手不足的缺點
。偉邦5戰3勝2負，是一支能擊敗榜首隊伍，而又敗於
榜末隊伍的球隊，今仗面對表現下滑的福建，若有水準
演出，勢必使對手頭痛不已。

▲ 第3節施展背籃入樽的熱火球星勒
邦占士，未能助球隊取勝 美聯社

▲東方的楊熙智（左）冒着「毀容」
風險，在英格蘭名宿安達頓的攔阻
下，頭槌攻門破網 本報攝

專訪

4個球季、5座獎杯，甘巴爾為傑
志開創了一個輝煌時代，隨他而來的
西班牙足球風格、巴塞足球哲學在港
甲掀起革命，更在不經意間影響了其
他球隊。驪歌今日將為這個下季轉赴
澳洲執教的西班牙人奏起，驀然回首
，甘巴爾簡單以 「滿意」形容這4年
時光，至於功過就如武則天立無字碑
一樣，任由世人評價。

太陽如常掛在青衣東北公園球場
之上，甘巴爾這日跟過往一樣督促着
傑志球員備戰，只是他在傑志的時光
已到尾聲。他對記者說： 「我跟球員
在這4年為傑志所做的，已令我好滿
意。」4年前接掌傑志後，甘巴爾為
球隊注入巴塞的足球風格、哲學，然
後帶來5座獎杯，他說： 「球員有進
步，部分更提升了一個層次，於我而
言就跟捧杯同樣高興，而且他們對 『
職業』足球的意義有了更大認知。」

來港前，甘巴爾只是巴塞足球學
校迪拜分校的 「孩子王」，傑志讓他
初嘗職業隊執教滋味，他說這段日子
獲益良多： 「這4年間我學習、犯錯
，也從錯誤中獲得教訓、進步，過程
中總是難題不斷，但這些挫折、困難
令我更努力去學習，歷練會讓人向 『
最佳』進發。」

4年來，甘巴爾改造了傑志，也
帶動其他港甲隊嘗試地面組織的踢法
，孰功孰過他任人評說。 「我有否讓
香港足球帶來改變，應該由我來港前
已關注香港足球至今的朋友作評價，
而我只是想盡力為香港足球做點事。
」將細膩、講求組織的巴塞足球引入
踢法更直接、體力化的澳職，正是

甘巴爾的期望，他說： 「差不多所
有澳職球員都只會長傳急攻，我
的工作肯定更加困難，但我自
信可以做到。」

不論前景有多難、巴塞今季
在歐聯慘遭拜仁大炒，甘巴爾仍
視巴塞風格為最好： 「巴塞近6
年都踢入歐聯4強，贏了4屆西甲
聯賽，已經非常成功，有20年歷
史的 『433』系統到現在也不落
後於人。拜仁的機動、體力化踢
法同樣出色，但我堅信巴塞

的一套是最好的，作為教練
必需堅守一套足球哲學。
」

林學曦簽約加盟佩斯查
■本報訊：香港23歲以下足球

代表隊前鋒林學曦，前日在印尼
ISL球隊佩斯查的內部分隊賽大演
「帽子戲法」後，獲得一紙合約，

正式以流浪外借球員身份登陸印尼
超聯，消息稱其月薪接近4000美元（折合約31000港元）。

林學曦周五隨佩斯查抵達查亞普拉，繼續作客西巴
布亞的旅程，佩斯查今對佩西達弗。

港國際7人足賽今決戰
■本報訊：

在港會場舉行的
國際7人足球賽
昨上演次天賽事
，名人賽冠軍熱
門東方沙龍在譚
兆偉、楊熙智等
前港腳助陣下，
在分組賽3：1擊
敗有熱刺名宿安
達頓、舒寧咸、
前港甲快譯通球
員狄恩、巴貝利
、拜亞迪的CLA
愉景灣，東方成
績2勝1和、小組

首名入杯賽8強將對三軍會。
今季港甲聯賽冠軍南華在主賽分組賽首名出線，與

公民同樣在今晨出戰主賽的杯賽8強。名人賽、主賽各
項冠軍今日決出。（now633台今午1時30分直播）

港女足反勝巴林兩連捷
■本報訊：香港女子足球隊在巴林舉行的亞洲杯女

子足球外圍賽C組再贏一仗，於香港時間昨日凌晨憑馮
金妹 「梅開二度」與張煒琪建功，3：1反勝巴林從而2
戰皆勝，同組越南12：0大勝吉爾吉斯，憑較佳得失球
差壓倒港女足居小組首名，港女足今晚11時對越南必需
取勝，才可踢入明年的決賽周。

羅斯貝治今排桿位發車
■綜合外電摩納哥二十五日消息：世界一級方程式

賽車（F1）摩納哥站排位賽周六結束，繼巴林及西班
牙站後，奔馳車隊車手、德國的羅斯貝治再三取得周日
桿位發車。

羅斯貝治於排位賽中，造出1分13秒876的最快圈速
，其隊友英國人咸美頓則以1分13秒967名列第2，奔馳
車隊車手再次包辦首兩名。紅牛的德國車手維特爾及澳
洲隊友韋伯則緊隨其後，以第3及第4位發車。另外，法
拉利巴西車手馬沙在第3次練習中遭遇撞車事故，車隊
為其更換變速箱被罰退後5名出賽，位列22名車手之末
。（now671台、高清672台香港時間周日晚上7時45分
直播正賽）

甘
巴
爾
：
功
過
任
人
評
說

本
報
記
者

李
恆
基

勒邦占士兩次傳球失誤勒邦占士兩次傳球失誤

熱火熱火被被溜馬溜馬追成追成11：：11

屯門主守望拖垮傑志

▲ 甘巴爾今告別傑志
本報攝

▲屯門最近訓練時間安排在中午，老將鄭廷智（右）與
郭詠燊在分隊賽搏到盡 本報攝

【本報訊】經過接近9個月的角逐，今個
港甲球季終到煞科日，聯賽亞軍傑志與季軍屯
門今午在旺角場舉行的亞洲足協杯附加賽，爭
奪明年的亞協杯參賽席位，屯門教練甄力健
表示會採主守踢法，拖垮已成疲兵的傑志。
（now634台今午4時直播）

屯門今季引入李海強、凌琮及3名巴西新
援後，攻防實力提升實現成績大躍進，甄力健
表示進軍明年亞協杯是球隊上下的期望，前提
是今仗做好防守； 「防守是我們的強項，急於
進攻只會暴露自身弱點，所以首要防線要夠緊
密，其次傑志明顯已有疲態，希望濕、熱的天
氣有助己隊爭勝。」屯門高層今仗有額外獎金
，暫未公布。

由應屆香港足球先生黃洋領銜的傑志，期
望以勝利告別最後一場領軍的甘巴爾，前鋒干

拿高表示： 「漫長的球季已屆尾聲，球員難
免疲累，但在這場重要賽事中，疲累算不上什
麼，我在英格蘭與西班牙已習慣一季踢超
過40場比賽。」

賽事今午4時在旺角場開賽，法定時
間90分鐘，賽和加時30分鐘，加時未分
勝負就互射12碼球決勝。門票分收60元
及20元（優惠票）。

▼香港足球先生黃洋率領傑志爭下季
亞協杯參賽席位 本報攝

▲中國選手諶龍
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

蘇迪曼杯今日賽程
決 賽

比賽時間

下午2時

對賽隊

中國對韓國

▲中國羽球選手蔡贇（前）／傅海峰不敵對手
新華社

第一場混雙賽，中國隊以奧運隊冠軍組合張楠／趙
芸蕾迎戰尼爾森／佩德森，雙方最近一次於2013年交手
，當時以2：0勝過尼爾森／佩德森的張楠／趙芸蕾，結
果以同樣局數輕鬆勝出，比分為21：15及21：12，中國
隊先拔頭籌。

第二場男單賽，中國派出今屆賽事未失一局的諶龍
上陣，丹麥的選手為約根森，雙方前4次對陣均為諶龍
勝出，結果諶龍未遇考驗，以兩局21：16勝出，中國隊
總比分領先2：0。

「風雲組合」 吃敗仗
第三場男雙賽，中國再派 「風雲組合」蔡贇╱傅海

峰上陣挑戰鮑伊／摩根森，雙方近10次對壘， 「風雲組
合」7勝佔優，惟 「風雲組合」昨日狀態平平，面對鮑
伊／摩根森未能取勝，直落兩局16：21及17：21負丹麥
選手，被丹麥追回一場的中國仍以2：1領先。

第四場女單項目，中國派出另一位奧運冠軍李雪芮
，對陣丹麥的年輕球手傑克斯菲德，這是兩人首次交鋒
對決，結果李雪芮大勝而回，以21：13及21：9贏得關
鍵勝利，至此中國隊以總比分3：1淘汰丹麥，並與韓國
爭奪冠軍。

較早前舉行的另一場4強賽，韓國隊則以3：1淘汰
泰國晉身決賽。曾於小組賽以5：0輕鬆擊敗泰國的韓國
隊，昨仗贏得不太輕易，泰國隊為求爭勝變陣出擊，第
一場混雙泰國雖然落敗，但比分已較小組賽時接近，第

二場男單賽，泰國更以世界排名第8的波薩那扳回一場
勝仗，不過之後男雙及女單卻無以為繼，韓國取得男雙
及女單勝利後，以總比分3：1勝出，挺進決賽挑戰已經
連奪4屆冠軍的中國隊。

昨以3：1擊敗丹麥

中國羽隊與韓國爭冠中國羽隊與韓國爭冠
蘇迪曼杯蘇迪曼杯 【本報訊】第13屆蘇迪曼杯羽毛球賽昨日在吉隆坡進

行4強賽，中國隊以總比分3：1勝丹麥，鎖定決賽資格，達
成連續第十次晉身決賽的紀錄，今午與以3：1淘汰泰國的

韓國隊爭奪冠軍殊榮。（有線62台及高清202台香港時間周日下午2時直播決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