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鷹隊憑藉祖舒史密夫交出25分、5個
籃板球、5次助攻、6次封阻和4次偷球
的全能表現，周六在主場以109:94大勝
公牛，完美復仇的同時，也終結對手6
連勝走勢；而熱火在「大帝」勒邦占
士領軍下，作客以101:90燒毀網隊，趁
機取替公牛登上東岸首位。
幾天前，鷹隊在一度領先19分的大

好形勢下被公牛逆轉，此役鷹隊最多
曾以77:49領先公牛28分，令比賽失去
懸念。公牛球星羅斯是役不在狀態，
僅有8分進賬。
同日另一場東岸比賽，勒邦占士因

腳踝傷休戰1場後強勢復出，轟進32
分、7個籃板球和9次助攻，而三巨頭中
的韋迪繼續因傷作壁上觀。由於此前

與熱火戰績相同的公牛輸波，熱火趁
機憑藉今場勝利坐穩東岸一哥位置。
另外，衛冕總冠軍小牛在主場以

96:81擊敗黃蜂，新賽季以來狀態一直
欠佳的魯域斯基，是役上陣30分鐘僅
11投2中，貢獻10分和2個籃板球。易
建聯日前正式加盟小牛後，被下放到
發展聯盟的得州傳奇恢復傷病並找回
狀態。小牛主帥卡利素說：「他要適
應球隊現在的節奏還需花上一段時
間，至於他何時進入球隊名單，我現
在還不能給出確切答案。」 ■新華社

身高1米82的阿Mi可謂得
天獨厚，佔盡身材高大

的優勢；而且其活潑好動得驚
人的性格，亦間接造就阿Mi今

天於排球場上的英姿颯爽。「我小
時候十分好動，常和哥哥一起四圍
跑，還有當時『未識死』，試過小學
時只有我和哥哥、其他朋友在沒有
大人的情況下上了漁船玩，完全不
擔心會掉進海裡。」因此，喜歡上
躥下跳的阿Mi中學時期便選擇加入
校內數一數二的隊伍──排球隊。

接觸國家隊 決心打好球
加入排球隊後不久，阿Mi便發現

自己對排球的熱愛。每日放學都要
額外練習，帶 汗水和疲倦披星戴
月而歸，相信這對於大部分中學生
而言，都是一件「苦差」。但阿Mi
卻與別不同，忘我境界的練習正是
她每天所嚮往的事。「曾經有一年
打學界，我們早上開始練習，然後
下午就去比賽，比賽結束後又接
返學校繼續練習。那天幾乎無停
過，打了12小時的排球，覺得整個
人都在熱血沸騰。」

努力終於得到回報，阿Mi在04年
獲當時的港隊教練郭健全賞識，提
拔她進港隊。郭教練的提拔不但拉
了當時正處於低潮的阿Mi一把，更
讓她見識了別有洞天的新景象。
「04年剛入港隊不久，教練就讓我隨
隊前往上海參加亞錦賽，和中國、
日本等國家級別的球隊住同一間酒
店，在同一間餐廳食飯，那時覺得
很興奮。」如此近距離接觸世界級
一流高手，除了興奮，阿Mi更首次
見識了國家隊伍的紀律性、專注認
真和對比賽的一份執 。就在那一
刻，阿Mi心中的「排球火」燃起
了。「覺得自己要學她們一樣，那
時暗暗告訴自己在以後每一場賽事
都要百分百發揮。」
暗下決心打好每場賽事，阿Mi的

「小宇宙」自此不停爆發。日常認真
的練習態度為她換來更多上場表演
的機會，當中還夾雜 一項令她意
想不到的「任務」。09年東亞運，排
球隊要從中選一員來擔當火炬手，
當時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阿Mi竟獲
教練選中，肩負重任。對於火炬手
一職，對年紀輕輕的阿Mi來說是一

大驚喜。「因為那時自己不是隊伍
中經驗最豐富的老手，對此原本沒
有甚麼期望，但想不到教練會揀
我。當日他們更趁機為我慶祝生
日，這次經歷令我很難忘。」

東亞運失利 隊友更團結
令阿Mi難忘的事還陸續有來。港

隊與韓國在東亞運展開令人屏息靜
氣的緊張賽事，最終不幸落敗，與
季軍獎項只有一步之差。失落獎牌
固然令阿Mi失望，但她得到的卻是
另一樣更深刻、更珍貴的體會。
「從前練習完畢，大家都是各有各的
離開，感覺上是自己忙自己的事。
自從09年的比賽結束後，大家更團
結了。每次比賽、練習之後，我們
都會一起檢討表現；閒時亦會約出
來一起打邊爐、唱K。現在大家更
像一個family，大家會更有火。」
由中學至今，阿Mi的「排球火」

仍未熄過。現在正讀大學三年級的
阿Mi兼顧學業功課的同時，仍繼續
在球場上奔走拚搏。「我沒有想過
何時才不打排球，應該會一直打
吧。」

楊秀美
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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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

鷹隊 109:94 公牛

溜馬 99:77 山貓

網隊 90:101 熱火

活塞 80:103 紐約人

76人 97:62 速龍

火箭 95:98 雷霆

馬刺 121:117 金塊

小牛 96:81 黃蜂

快艇 92:86 公鹿

勇士 87:88 爵士

NBA常規賽
(香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Vs 客隊
速龍 對 木狼
76人 對 溜馬
網隊 對 鷹隊

紐約人 對 山貓
公牛 對 活塞
金塊 對 黃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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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每日忘我練習

中國女排有著名的「高牆」一次

一次的捍衛中國在排球壇的地位，

而在香港的排球隊中，不難發現一

位身形同樣挺拔的「高人」穿梭於

球員之中，以利落的身手起跳、扣

殺或奮身飛撲，把香港的「拚搏精

神」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位如此顯

眼注目的「高人」，正是香港女排

的隊長楊秀美（阿Mi）。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楊秀美小檔案
姓名：楊秀美（阿 Mi）

身高：1.82米

家庭成員：爸爸、媽媽、3個哥

哥、3個家姐

中學：香港培英中學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三年級

球隊位置：接應二傳

興趣：去旅行、打機、游水

球壇偶像：木村沙織

原因：喜歡沙織夠平易近人，雖然是星級球員

卻全無架子，是心中的一個模範。

威水史：多次學屆冠軍

06年-08年大專盃3連霸

09年東亞運第4名

11年省港澳盃挑戰賽亞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傑志霸氣回
歸力迫飛馬！衛冕冠軍傑志開季以來表現
一直不過不失，不過經過半季調整後，昨
日終於在旺角場重現「巴塞」式流暢進
攻，輕鬆以6：2大破標準流浪，全取3分
後，僅以1分落後天水圍飛馬。賽事共吸引
912名球迷入場欣賞，收入為24600元正。
為力追飛馬非勝不可的傑志，甫開賽便

踢得非常進取，兩閘不斷壓前助攻，令流
浪防線應接不暇。開賽9分鐘，丹尼先助攻
盧比度門前建功，其後佐迪亦在無人看管
下射成2：0。完半場前，流浪把握傑志後
防一次失誤，由安杜追成1：2，不過換邊
後賽事成為傑志天下，先有佐迪再添一
球，其後梁子成亦告梅開二度，加上盧均
宜的世界波「笠射」，傑志一度遙遙領先至
6：1，流浪則只能憑辛祖的十二碼拉近比
數，最終傑志以6：2大勝標準流浪，累積
20分升上聯賽榜次席，僅落後飛馬1分。

林嘉緯：回復8成狀態
重現流暢組織，中場林嘉緯的出色表現

最為關鍵，他表示自己已重拾八成狀態：
「盤球及傳球基本上已沒有問題，只是體能
還未重回最好狀態，下半季我們要應付亞
協盃賽事，全取3分力追飛馬對我們非常重
要。」
未來傑志將會引入數名新援，總領隊伍

健表示亞援的接洽已接近完成階段，只等
待對方核實條款簽紙，不過西班牙外援前
鋒的談判則遇到對方球會的阻力，不過伍
健表示球隊已準備替補方案，如未能引入
該名前鋒亦有另外其他選擇。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潘志南) 深
水 在昨日的護級
大戰欠運，兩中楣
柱，痛失贏波機
會，曾一度領先下
仍遭主場的港菁追
和2:2，雖然未能
首場贏波，也喜獲
本屆聯賽零的突
破，取得寶貴的1
分，但仍處榜尾位
置，港菁第2場和
波得2分排在第9
位。
在九龍灣公園主場出擊的港菁，4

分鐘由新加盟的鋒將艾力士頂入領先
1:0。14分鐘，深水 扳成平手，黃
威前半場截得對手橫傳，禁區頂擺脫
對手起右腳抽射柱邊入網，為球隊追
成1:1。21分鐘，深水 遭罰十二
碼，港菁外援拿武斯主射遭門將杜拉
格斯撲出。40分鐘，深水 由黃威主
射十二碼入網，反先2:1。

其後深水 有多次拋開紀錄機會，
但一一錯失，令港菁和波露出曙光。
深水 中場劉卓軒「兩黃一紅」被逐
出場後，拿武斯將功補過頂入，為球
隊追平2:2，最後兩隊終於和局收
場。深水 教練李志堅賽後總結，上
半場球員已盡全力，亦認清職業足球
的現實。他指隊員踢得太斯文，與甲
組要求有距離，另外，球隊是需要有
質素的前鋒。

深水 欠運憾未開齋

中新社8日電 奧克蘭ASB精英賽8日結束女單
決賽，中國金花鄭潔(見圖)面對賽會4號種子、意
大利名將彭妮達，雖然先失首盤，但後者在決勝
盤宣布退賽，最終鄭潔收穫新賽季首冠，這也是
鄭潔職業生涯的第4個WTA巡迴賽單打冠軍。
此前兩人的交手戰績，鄭潔以2勝3負略處下

風，尤其是最近的2次交手，中國金花均敗在意
大利老將手下，然而今場比賽中，中國金花卻
爆發出頑強意志，首盤以2:6失利後，鄭潔迅速

調整狀態，很快以6:3扳平。
在隨後的第3盤爭奪中，彭妮達在0:2落後

時，以腰傷為由宣布退賽，而這也直接使得鄭
潔輕鬆奪冠，而這個冠軍也為鄭潔接下來的澳
網征程開了一個好頭。
根據賽制，鄭潔將獲得3.7萬美元冠軍獎金及

280分積分。隨 這次賽事奪冠，鄭潔的世界排
名積分也將達到1425分，其世界排名將在下周
上升至第38位。

鄭潔新球季摘首冠

傑志重拾霸氣狂數流浪

■馬來西亞球手李宗偉(左)昨日在首爾舉行的韓國羽

毛球公開賽男單決賽中，以2:1的總局數擊敗宿敵林

丹，獲得冠軍。 新華社

■祖舒史

密夫(左)

是役瓣瓣

掂。

美聯社
一挫宿敵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昨日於九龍公園泳池落下帷幕。前國家隊

成員郭晶晶親臨現場觀看香港跳水運動員的表現，更頒予獎項於

得獎運動員，其中年僅14歲的張天乙於此賽事奪得兩面銀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舒慧 攝

晶晶頒獎

■陳肇鈞(中)強行攻門不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楊秀美(右)熱愛排球。

■楊秀美對獲選為09年東亞運火炬手感到意外。

■楊秀美(後排右3)在港隊高人一等。

■佐迪(右)

個人梅開二

度。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梁子成(中)被辛祖從後侵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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