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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奧巴上仗表現甚
為搶鏡。 資料圖片

爭標為新球季壯行色

巴克萊亞洲錦標賽今日賽程

季軍戰
傑志 對 布力般流浪
時間：6:00p.m.
冠軍戰
車路士 對 阿士東維拉
時間：8:30p.m.
地點：香港大球場
所有門票均已售罄
註：比賽法定時間為90分鐘，若賽和即以
互射十二碼決勝負。
有線高清201台及301台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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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車路士(車仔)誓殺出重
「維」！巴克萊亞洲錦標賽決賽將於今晚上演，車路士
及阿士東維拉兩支球隊將合演英超「內訌」
，新官上任
的車路士主帥波亞斯明言希望殺敗維拉一舉奪冠，為即
將開鑼的英超新賽季壯行色，「省靚」招牌證明自己有
力「駕車」
。

車 取得3連捷，不過3戰對手均為亞洲

路士的亞洲之旅在輕描淡寫下成功

球隊，今次面對英超「黑馬」阿士東維
拉，將是考驗新帥波亞斯真正能力的「考
牌戰」。雖然波亞斯賽前極力為球隊減
壓，表示不大關心這種表演賽的勝負，不
過仍難掩這位年僅33歲的少帥力圖奪冠壯
聲威的野心，周三默默在場邊觀看完維拉
整場賽事的他坦承，今仗是車路士的真正
考驗：「我們都明白這些比賽的目標是測
試及提升球員狀態，不過比起初賽對傑
志，可以預期對維拉的決賽將是一場硬
仗，無論比賽節奏及競爭性均會高很
多。」

年齡非爭冠障礙

上季在波圖呼風喚雨成為三冠主帥，不
過對於英超，波亞斯仍是白紙一張，極欲
證明自己的他承認下季爭冠之路絕不易
走：「曼聯作為衛冕冠軍，加入了一些新
面孔，實力比上季更強，還有利物浦等球
隊亦大肆擴軍，我們面對更嚴峻挑戰，不
過我仍相信我們有實力在每場賽事取得3
分。至於歐聯，過往數屆我們已證明有能
力擊敗任何球隊，只是欠了一些運氣。」

維拉主帥指機會均等
車路士對冠軍獎盃志在必得，不過維拉
主帥麥利殊亦毫不示弱，這位同樣新官上
任的主帥認為己隊與車路士的奪標機會均
等：「兩隊勝出的機會均是百分之五十，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十分困難的比賽，不過
球隊目前的進展非常好，士氣高昂十分團
結，有力在車路士身上取得入球。」

上季英超稱臣於曼聯腳下，年齡偏大的
陣容成為外間質疑的焦點，不過車路士至
今仍未有任何
新球員加盟的
消息，拒絕評
論熱刺中場摩
迪歷加盟機會
的波亞斯表
示，會給予年
輕球員更多上
陣機會：「麥
伊治蘭及史杜
列治均是潛質
優厚的年輕小
將，新球季他
們會得到更多
上陣機會，我
不認為年齡是
我們爭冠的障
■維拉在冠軍戰將受到嚴峻考驗。
礙。」

資料圖片

車
路
士
足
校
扶
助
弱
勢
兒
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舒慧)「巴克萊運動
空間」與車路士足球會基金會在29日公布一
項為期3年的合作計劃，希望透過運動去改
善香港青少年的生活，提升他們的技能。
巴克萊亞洲主席兼行政總裁莫禮仕表示，
他們一向重視回饋社會，幫助弱勢家庭。通
過與眾多兒童權益機構的合作，他們發現很
多弱勢家庭裡的兒童都需要別人協助，才能
發揮出自己的潛能。因此在未來3年，他們
會與兒童樂益會、車路士香港足球學校合
作，投入500萬港元用作培訓導師、本地教
師及體育教練，為香港青少年提供足球、籃
球等運動訓練，使他們能以此作為生活技
能，從而改善身心。
車路士領隊波亞斯表示：「我們非常重視
本會在社區擔任的角色，車路士一直在本地
推行多項慈善項目，有了這筆新增資金，我
們將能夠透過運動幫助更多弱勢兒童。」
巴克萊運動空間計劃早於04年正式在英國
成立，並於08年推廣至全球各地，包括南
非、美國、贊比亞、中國和印度，以運動去
幫助37個國家的弱勢社群，提升他們的生
活。

享受鬥「力」
盧均宜要贏回球迷

■盧均宜(右)樂於與踢法硬
朗的布力般碰撞。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香港足球近日屢屢受挫，港隊於世
界盃外圍賽兩度大敗，傑志日前亦
慘吞車路士4蛋，3仗均有參與其中
的傑志球星盧均宜表示，不會視對
布力般流浪一仗為不問勝負的表演
賽，誓要創造奇蹟挽回一眾球迷的
心。
0:3、0:4、0:5，近3仗盧均宜均遭
到對手蹂躪，雖然他表示連場大敗
未有對自己信心造成打擊，不過就
肯定令不少球迷失望：「雖然能否
上陣尚需看教練安排，不過我自己
是百分百希望落場，希望打出好成
績，甚至擊敗布力般，讓球迷對我
們重拾信心。」

■車路士領隊波亞斯(後排左2)和車路士基金大使拿
索斯(後排中)與一眾車路士香港足球學校的學生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舒慧 攝

NBA球星
高比拜仁早
前被傳曾索
價 百 萬 月
薪，在聯盟
停工期間轉
戰土耳其籃
球聯賽，據
報原本「莫
財」的土耳
其球隊比錫
達斯將獲贊
助商支持，
可有足夠資
金斟介該名湖人球星，雙方代表將於周六會面
商討加盟的可能性。
比錫達斯籃球營運主席耶辛透露拜仁加盟的
機會為一半，他說：「現階段高比來土耳其的

機會是一半，一切事情在（7月）30日的會面後
將會變得明朗，而金錢將不會是一個問題。」
比錫達斯早前以50萬美元月薪獲得網隊後衛迪
朗威廉士來投後，再無本錢斟介高比拜仁，不
過據報球隊或獲得土耳其航空或2間油公司贊助
拜仁的合約，預料將可以逾50萬美元月薪利誘
拜仁加盟。土耳其航空發言人表示知道比錫達
斯對羅致高比拜仁有濃厚興趣，對方亦曾聯絡
他們，但至今仍未就此事（贊助）展開任何商
談。

公牛球員或相約訓練
另外，公牛後衛屈臣則透露，如果停工期至9
月、甚至更長，或會相約隊友們到西岸洛杉磯
或拉斯維加斯一同訓練。他說：「我與丹治和
諾亞等傾過，我認為大多數球員都會在西岸練
習或訓練，故若我們全在那裡，可能會相約一
同練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活士傷癒下周復出
前高爾夫球世界一哥活士（見圖）養傷接近3個月後，周四在個人官方網
站中宣布下周將復出賽場，參加在俄亥俄州舉行的石橋邀請賽。活士曾在該
賽贏得7次桂冠。活士在微博上表示傷勢已無大礙：「感覺不錯，下周準備
揮桿，很興奮能重返賽場。」
活士自從在5月的球員錦標賽因左腳傷退賽後，今年已連續放棄美國公開
賽和英國公開賽兩大滿貫賽事，休養長達11周，早前活士便曾聲言這次受傷
後，並不急於返回賽場，他說：「我只有等到傷病百分百痊癒後才會重返賽
場。我不想冒險。」活士避戰2個多月期間，世界排名跌至個人14年來新低
的第21位，而且已有20個月未能染指任何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首仗被車路士打得毫無反擊之
力，今仗面對實力較次的布力般流
浪，盧均宜希望可以重新踢出傑志
風格：「上仗車路士無論在技術及
經驗上均高出我們幾籌，今場對布
力般希望可以重新踢出我們的風
格，我知道布力般是一支非常硬朗
的隊伍，我不會怕，更會去享受這
種英超級的碰撞。」
布力般流浪在初賽僅以1球落
敗，今仗面對主隊傑志，後衛沙加
度望以一場勝利洗去頹風：「我們
今仗肯定會踢得更進取，極力爭取
入球，希望能以第3名完成賽事。」

維拉觀看公民操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亮）
英超球隊阿士東維拉為希望拓展亞
洲市場，早前已與本地甲組球隊公
民會方見面，了解大中華足球發展
空間，昨晨還派遣名宿泰萊(紅衣)
及部分高層到跑馬地球場，觀看公
民球員操練，而泰萊更藉機會與公
民球員分享比賽經驗。操練後，雙
方表示今次會面氣氛友好，而維拉
返回英國後亦會與公民保持聯繫，並不排除未來有進一步合作。另外，
公民已訂於下周三在跑馬地足球場正式開操，備戰2011/12年新球季，並
將與另一支甲組球隊和富大埔進行熱身賽。

比錫達斯料獲贊助斟拜仁
■拜仁周六將
派代表與球隊
會面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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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再踢出傑志風格

體能訓練是運動之本
輪椅籃球是香港殘奧會唯一
的隊際項目，亦是本會於1972
年創會時，率先推廣的殘疾運
動項目之一。回想七、八十年
代，設有空調的室內體育館仍未普及，會員只能於露天球
場進行輪椅籃球訓練，與現今的標準室內籃球場相比，實
不可同日而語。
香港輪椅籃球發展因受制於殘疾運動員不足，難以仿效
其他國家和地區，組織及建立職業聯賽，故此協會與教練
經過多番討論和分析後，決定銳意改革球隊。一方面積極
招募年輕球員參與輪椅籃球，同時加強體能訓練以提升球
隊的對抗能力。此外，我們亦嘗試於訓練中加入運動科研
的元素，為球員進行敏捷度、上肢及腰部力量等測試，並
就所收集的數據作出初步分析，協助教練對各球員訂下針
對性訓練時作為參考。
在教練嚴謹督導下，球隊每星期進行五天訓練，體能和
技術比重各佔一半，並特設一課於露天球場進行，讓球員
於炎熱天氣下鍛煉體能。從觀察所見，球員經3個月「地
獄式訓練」後，無論體能或技術均有明顯進步。
輪椅籃球與其他隊際項目無異，除基本功、戰術運用和
團隊精神外，上佳的體能至為重要。儘管香港輪椅籃球發
展至今仍處業餘階段，但隨 逐漸滲入專業化的訓練模
式，加上適當利用運動科研協助，對提升球隊實力肯定大
有幫助，更期望藉此能將香港輪椅籃球的發展，開闢出另
一條新道路。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供稿

港壁女團世青賽晉4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啟剛）香港青
少年女子壁球隊（見
圖）打入世青錦標賽
4強。正在美國舉行
的世界青少年女子壁
球團體錦標賽，香港
隊教練梁勤輝帶領隊
員何嘉寶、李嘉兒、
何子樂及蔡宛珊在8強賽，反勝5號種子馬來西亞隊，晉級最
後4強。6號種子香港隊將對頭號種子埃及爭奪決賽席位。

細威8強硬撼舒娃
自2009年美國公開賽後，首次在本
土比賽的東道主女網球手莎蓮娜威廉
絲（細威）
（見圖）周四在史丹福經典
賽次圈賽事，以6:2、3:6和6:3的盤數擊
敗俄羅斯球手基里蘭高，8強將硬撼前
世界一姐、另一俄羅斯球手舒拉寶
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咸美頓首日練習最快
麥拿侖F1車手咸美頓昨日在匈牙利站首日練習賽，造出最
快圈速1分21秒018。另外，沙巴車隊日前宣布明年的車手陣
容不變，將續以日本車手小林可夢偉和墨西哥車手佩雷斯出
任正車手。（now671台今日8:00p.m.直播排位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丁俊暉上海大師賽籤運平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亮）上海桌球大師賽日前進行
抽籤儀式，中國球手丁俊暉被抽在下半區，同區有臨時世界
一哥威廉斯和名將希堅斯等，首圈若能成功擊敗外圍賽球手
躋身16強，即大有機會遇上威爾斯球手史提芬斯。賽事將於
9月5日至11日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