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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外電紐
約十二日消息：籃網在周五
宣布與塞爾特人的一單牽涉
9名球員的大手交易生效，
作為交易的一部分，昔日塞
爾特人 「三巨頭」兩員老將
加歷治與皮亞斯，與DJ懷
特、積遜泰利在新球季成為

籃網成員。
為了實現陣容年輕化，以及減輕團

隊薪酬壓力，塞爾特人送走高薪的昔日
總冠軍功臣加歷治與皮亞斯，並且在這
次交易中獲得謝拉特華萊士、堪富利斯
、M布魯克斯、祖斯夫、保根斯，2014
年、2016年及2018年各一個首輪選秀權
及在2017年交換首輪選秀權的權利。

籃網老闆普羅霍洛夫對兩名 「綠軍
」大將的到來非常高興，他說： 「今天
（周五），籃球之神已向籃網微笑。隨
着加歷治與皮亞斯的到來，籃網陣容在
明星級老將和新秀之間達到很好的平衡
，這支球隊將充滿觀賞性，也變得很難
對付。」

塞爾特人登廣告致謝
塞爾特人就在波士頓有名的《波士

頓環球報》刊登全版廣告，向效力多年
的兩老加歷治與皮亞斯致謝， 「綠軍」
籃球主管安治表示： 「沒有加歷治與皮
亞斯，我們無法贏下第17座總冠軍獎杯
，他們將躋身球隊傳奇球員之列。」

【本報訊】新華社南京十二日消息：中國
女籃12日晚在江蘇南京以66：64險勝巴西女籃
，以三戰全勝的戰績獲得女籃四國賽第二站比
賽的冠軍，不過老將陳楠在首節受傷下場，給
備戰亞錦賽的中國隊蒙上一層陰影。

在此前的大慶站比賽中，中國隊加時賽負
於對手，本場比賽一開始李珊珊就連得4分，幫
助中國隊以5：0開局，巴西隊打了3分鐘才命中
第一球，但中國隊在進攻端也屢屢不中，雙方
打了將近半節中國隊僅以6：4領先。此後雙方
各有一段時間表現不錯，先是中國隊打了8：0
的小高潮，巴西隊隨即回敬11：3，首節結束中
國隊以21：17稍稍領先。不過陳楠在首節結束
前不慎腰部受傷下場，沒能再回到場上。

老將陳楠腰傷離場
第二節開始不久巴西隊就扳平比分，8：1

小高潮後反以29：25領先，中國隊及時暫停後

打出5：0扳平比分，許諾命中扳平的三分球，
這是本場比賽中國隊第一個三分球，也是第二
節中國隊第一次運動戰得分。比賽隨後進入膠
着階段，半場結束時中國隊36：33領先。

第三節雙方基本打了個旗鼓相當，單節15
平，三節後中國隊仍以51：48領先。最後一節
雙方打得更為激烈，趙爽開場命中3分後中國隊
很長一段時間沒能得分，巴西隊同樣命中率不
高，但還是以55：51反超。落後的中國隊反而
找到進攻節奏，孫夢然、許諾連得4分、李珊珊三
分命中，中國隊在比賽結束前4分多鐘時61：55
再度領先。巴西隊叫暫停後，中國隊再度失去
進攻節奏，巴西隊7：0反超1分。中國隊此後罰
中3球，以2分優勢進入最後一分鐘。巴西隊防
下中國隊進攻，並在比賽還有14.3秒時補籃扳
平比分。關鍵時刻孫夢然兩罰不中，許諾兩罰
全中後巴西隊最後一攻不中，中國隊兩分險
勝。

險勝巴西 次站三戰全勝

中國女籃四國賽奪冠

【本報訊】港甲足球隊流浪確認由列卡度
重掌帥印後，經其介紹已簽入曾在越南、安哥
拉球隊效力的巴西中鋒大衛卡路士（David
Carlos），並決定提升5名青年軍球員到甲組隊
，流浪稍後將研究其餘外援人選。

流浪領導層前晚開會商討新球季籌備情況
，研究甲組隊人腳，總監李輝立昨表示，經新
帥列卡度介紹下，球隊已簽入現年24歲的中鋒
大衛卡路士，這名曾效力安哥拉球隊盧安達國
際、越南乙組隊TDC平陽的球員，是由巴西
丁組球隊康基斯塔來投，流浪還決定將韋健豪
、鄭兆均、文偉森、何直軒及吳擎天提升到甲
組隊，提供一紙合約並作長線栽培。

提升5青年軍球員
流浪正等候舊將美路史拿域簽新合約，待

確認後將研究其他外援人選，李輝立表示若中
堅位置沒更好選擇，就會重召去季在陣的巴西
外援盧斯安奴，流浪還物色到一名內援門將，
簽約後也有公布。

另方面，流浪領導層前日也就個別外借球
員未有按合約歸隊、更跟其他港甲隊簽約一事
交換了意見，流浪此前已向香港足總反映此問
題，李輝立說若足總不去處理，球會將考慮訴
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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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歷治皮亞斯終投籃網
▲曾效力越南TDC平陽的大衛卡路士（左一）已跟流
浪簽約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二日消息：原中國
男足主教練甘馬曹已將與中國足協的合同糾紛訴
至國際足聯，中國足協沒有新的表態，重申 「尊
重甘馬曹選擇」的立場。

甘馬曹的代理律師哈維爾12日向新華社記者
確認，他們已於11日將甘馬曹教練團隊被中國足
協解聘而引發的合同糾紛事宜訴至國際足聯，但
尚未透露更多信息。

國際足聯媒體部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郵件採訪
時回復稱：確實收到了甘馬曹尋求幫助的郵件，
但因為此事還在調查當中，因此不便對此作出評
價。

中國足協對於甘馬曹這一做法沒有新的表態
，只是重申了7月6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所做
的聲明：對於對方的一切選擇，中國足協表示尊
重。

6月15日，中國隊1：5慘敗給泰國隊；6月21
日，中國足協向甘馬曹表示他及其教練團隊不再
擔任國家隊教練工作；6月24日，中國足協正式
對外宣布與甘馬曹就終止合作達成共識；從7月1
日開始，雙方共進行了兩次談判，但在第二次談
判結束後，甘馬曹方面通過郵件向中國足協表示
如中國足協不接受其條件即視為談判破裂，並將
訴諸國際足聯；7月5日，甘馬曹代理律師哈維爾
通過新華社發表談判破裂聲明。

◀港手球隊球員許文邦（左二）在中華
台北隊球員前後包抄下，騎到隊友黃勝
業（右二）背上投球得分 本報攝

傅家俊決戰羅拔遜

李慧詩再獲兩項冠軍
▉本報訊：在澳洲出戰國際

場地單車系列賽的香港隊車手李
慧詩，表現無出其右，繼首兩日
在阿德萊德杯、前日在超級蛋錦
標賽合共取得4個冠軍後，昨晨

在南澳洲挑戰賽的女子500米計時賽，以33.888秒刷
新自己保持的亞洲紀錄並且奪冠，比起2010年在墨爾
本所創的舊紀錄快0.05秒，之後又在晚上的女子凱琳
賽踩贏澳洲車手摩頓、馬來西亞車手梅絲坦帕，4天
內第6次登上冠軍獎台。李慧詩今日將出戰南澳洲挑
戰賽的女子爭先賽。

劉翔生日「從心開始」
█據騰訊體育十三日消

息：今日清晨，劉翔（右圖）
在騰訊微博發布了三張照片
來慶祝自己30歲的生日，還
附上了一句 「男人三十 『從
心開始』」。這三張照片既
包括寫意的風景，又包括飛
人的一張自拍照。通過這三
張照片我們既可以了解到劉
翔的近況，又可以看到他的
心理狀態。值得一提的是一
張海天一色的照片，平靜的水面，晴朗的天空，讓我
們感受到飛人嚮往自由、平靜的心境。

港接力隊將赴大連集訓
█本報訊：以全運會跑進38.6秒奪金為目標的香

港男子4×100米接力隊，8月將到位於大連的昔日馬
家軍訓練基地、現遼寧省田徑培訓中心集訓，隊伍早
前奪得亞洲錦標賽冠軍回港後，獲1994年出生的年輕
跑手李律言加入訓練。

據悉，港接力隊的跑手都玩手機遊戲，由於每天
遊玩超過2小時會對跑手的精神帶來難以恢復的影響
，甚至影響起跑表現，港隊對此已加以控制。

王喆明午隨橫濱試腳
▉本報訊：北馬里亞納群島足球代表隊前鋒王喆

（Joe Wang Miller）已在前晚抵港，將到明午開
操的港甲足球隊橫濱FC（香港）試腳，這名24歲前
鋒曾獲得當地聯賽金靴獎，這次是獲北馬里亞納群島
教練古廉權介紹到來試腳。另方面，獲港甲球隊邀請
試腳的大溪地球員張秀，近日得到來自法國球隊的試
腳邀請，放棄來港。

卡雲迪殊第13站稱王
█綜合外電法國十三日消息：環法單車賽第13站

冠軍由快步車隊、英國車手卡雲迪殊奪得，成績為3
小時40分08秒。這是他今屆第2個、個人歷來第25個
環法分站冠軍，亦是賽事歷來贏得分站冠軍次數排第
3的車手。天空車隊、英國的科美今站落後1分09秒排
第26位，以總成績51分30秒繼續位列榜首，續保黃色
領騎戰衣，但領先優勢收窄至2分28秒。（now676台
香港時間周日晚上8時直播第15站比賽）

【本報訊】香港桌球好手傅家俊昨日在澳洲桌球公開賽再下
一城，以局數6：4擊敗英格蘭球手米堅斯，強勢躋身決賽，今日
對世界排名第1的澳洲 「墨爾本機器」羅拔遜，爭逐冠軍殊榮。

（now637台香港時間周日中午12時及下午5時直播決賽）
傅家俊與米堅斯賽前曾交手5次，前者以4勝1負領先。傅家俊於本賽事

狀態大勇，先後擊退愛爾蘭球手杜靴迪、英格蘭球手梅菲及威爾士球手戴利
。昨日上演的4強賽中前半段，傅家俊抓住對手失誤完成多次清枱，以4：1
大幅領先。後半段，米堅斯手氣好轉急起直追，反而傅家俊表現不穩，被對
手連追3局致4：4平手。面對對手步步進逼，傅家俊穩住陣腳再顯神威以局
數6：4勝出，殺入決賽。這是他歷史上第5次闖入積分排名賽決賽。

另一場準決賽，澳洲的羅拔遜及世界排名第2、英格蘭的沙比之爭，前
者昨晚以局數6：3淘對手晉身決賽。這場賽事前半段上演拉鋸戰，雙方一度
打成局數3：3平手，但 「墨爾本機器」並沒有手軟，憑出色進攻連勝3局，
終以6：3勝出。

▶香港桌球選手傅家俊在
比賽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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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男子手球隊昨午在國際
手球邀請賽準決賽，以2分之差僅負中華台
北無緣決賽，只能爭季軍，但對港隊最大打
擊的是正值當打的右後衛何偉傑昨勇戰受傷
、初步檢查顯示食指骨折，令原本已有主力
陳允文、謝偉希無法出戰全運會決賽周的港
隊，全盤計劃再受影響。

港隊教練陳廣裕表示，何偉傑在全運會
預賽首戰已拉傷大腿韌帶，之後7場預賽悉
數缺陣，這名當打後衛再度受傷，對港隊影

響甚大，而港隊此前已有底線球員謝偉希、
右輔陳允文因工作關係，無法出戰全運會決
賽周，因此，港隊借這次國際手球邀請賽考
察年輕球員，陳廣裕說： 「這次比賽對我們
來說也是一次球員補選，讓我們考察年輕隊
員的狀態。」

在昨午的準決賽，港隊半場僅落後12：
13，下半場也緊追中華台北，但仍以28：30
落敗，經驗豐富的左後衛許文邦與右輔練明
輝合共射入15分。

在另一場準決賽，全運會預賽冠軍江蘇
37：26勝預賽亞軍廣東，江蘇與中華台北今
午3時在九龍公園體育館爭冠，下午1時季軍
戰香港對廣東。

港手球隊今與粵隊爭季港手球隊今與粵隊爭季

▲籃網在加歷治（左）來投後，中鋒位置實
力更強

▶投、切皆精的皮亞斯（右二）將成為籃網
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