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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羽毛球代表隊寫下創舉！
伍家朗/李晉熙這對男雙組合昨
日在世青賽決賽中以直落2局擊敗東道主日
本，為港隊贏得一面歷史性金牌，這不單是
港羽隊在國際大賽的首面金牌，更是伍家朗/
李晉熙這對組合拍檔6年的血汗結晶。看 特
區區旗在場館上徐徐升起，港隊總教練何一
鳴、伍家朗和李晉熙皆難掩激動心情。
現世界排名第122位的伍家朗/李晉熙，在
今屆世青賽可謂屢創奇蹟。先在準決賽以2:0

港羽男雙世青賽歷史性摘金

淘汰中國組合王懿律/劉雨晨，這2名18歲的 青賽奪得銅牌。今屆是2人最後一次出戰世青
香港小將在決賽中繼續乘勝追擊，以21:16和 賽，終能踏上頒獎台領取最高榮譽，難免感
21:17擊敗日本組合井上拓斗/金子祐樹，為香 觸。李晉熙在賽後坦言：「很開心，香港未
港奪得首面世青賽金牌。伍家朗形容今戰可 試過獲得(國際大賽)金牌，這感受難以用言語
謂「順風順水」，在領先的情況下，2名小將 形容。」而教練何一鳴也替2名小將高興：
把比分拉得愈來愈遠，終於毫無驚險地擊敗 「看到香港特區區旗在會場上升起，感受好
大，畢竟是香港第一次在國際大賽奪得金
對手，為港隊取得歷史一金。
牌。」伍家朗和李晉熙稍後將返港，期望在
最後一屆登頂感觸
月中舉行的香港公開賽中再奪好成績，爭取
伍家朗和李晉熙拍檔6年，曾在2010年的世 更高的積分排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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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戰標準流浪和富大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上場聯賽雙雙失分的南華和傑
志，今日分途出擊力爭重響勝鼓。目前位列聯賽第2位的南華
雖然落後傑志2分，不過打少1場的優勢令「少林寺」仍有機
會衝擊榜首，教練廖俊輝表示要壓過傑志「1分都不能少」
，
今日下午5時30分假旺角場對標準流浪不容有失，不過狄卡奧
及謝家強均因傷倦勤，仍有傷在身的陳偉豪今仗要臨

南2分，幸好爭標最大對手傑志同
華上仗意外被南區悶和0：0痛失

樣失分於屯門腳下，才不致被拉開距
離，教練廖俊輝強調球隊不可再重蹈
覆轍：「對南區一仗後，我們已集中
訓練更多進攻模式，務求打破對手的
死守戰術。流浪整體實力不弱，我們
必須小心迎戰。」

陳偉豪負傷披甲

危受命復出抗敵(now634台今日5:00p.m.直播)。而傑
志則於下午2時30分作客大

南華近期受到傷兵問題困
擾，尤其是中場指揮官狄卡奧今
仗因傷缺陣，勢將削弱球隊
組織力，而後防亦有謝家強因傷倦
勤，廖俊輝表示養傷多時的陳偉豪
今仗將火速回歸：「陳偉豪的傷未完
全康復，不過今仗有多名傷兵下無奈
要他『紮住上』
，與李志豪合組中堅
拍檔。」前線方面，新援摩路將
擔正攻堅，迪亞高及李康廉於
兩翼支援，廖俊輝坦言摩路狀
態未達巔峰，不過相信他的質
素仍可大大加強球隊攻力。
而傑志近期則出現一個小低
潮，被屯門迫和後，周中在
滬港盃更慘吞上海隊四蛋，
球員征戰頻繁下，明顯疲態畢
露，主帥甘巴爾認為漫長的球
季，球員狀態有高有低無可避
免，這亦是傑志再進一步需要克服
的困難，佐迪、林嘉緯今仗將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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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運動場對和富大埔
(now634台今日
2:00p.m.直播)，
門票分收60元、長
者及學生特惠票20
元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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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讓教練犧牲在政治漩渦中
自信可以帶領港隊提升世
界排名的摩力克，在上任不
到一年，終於在壯志未酬的情況下黯然
離開港足代表隊教練一職，並且繼較早
前的首任CEO麥國棟的請辭，為足總在
實踐「鳳凰計劃」的部署和執行上再潑
一盆冷水。
有人說摩力克的離職，是因為他未能
跟一些甲組隊伍的領導層打好關係，因
而不獲這些領導層的支持，在放行球隊
隊員參加港隊的集訓和比賽上變得阻滯
而缺乏支持。的而且確，港隊在摩力克
的帶領下，曾經嘗試增加港隊的集訓時
間，並且安排連串的友誼賽，在這些賽
事中，更刻意邀請一些實力跟港隊差不
多或世界排名比港隊稍低的球隊作賽，
希望藉此增加港隊勝出機會，從而提升
港隊球員的信心，也把一個正面印象帶
給支持港隊的球迷。可惜最終結果是如
意算盤打不響，最後三場友賽都是鎩羽

鍾伯光

而歸。連場敗戰也是導致摩力克執包袱
的主要原因。而港隊輸波，其中原因是
球隊未能招攬最佳的球員加入，再加上
平日集訓時球隊的陣容和球員的投入不
足，影響集訓的質素和整體合作的默
契。也許，這些問題可以歸咎於摩力克
未有做好政治外交的工作，因而不獲一
些有影響力的人士支持。
作為港隊總教練，都無法置身政治或外
交工作之外，但教練的主要工作和專注力
應該是球員的訓練和球隊整體的表現，如
果花太多精力在跟各領導層搞關係或終日
周旋在複雜和充滿利益矛盾的政治漩渦當
中，他亦無法做好其訓練和比賽的工作。
因此，領導層必須明白這點，應該幫助教
練脫離政治漩渦，讓他們能夠更加專注
於球隊的訓練和比賽。如果我們還抱
讓這些教練單打獨鬥而不加援手，最終
這些教練會犧牲在政治漩渦中。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鍾伯光

波蘭小子大師賽
續演巨人殺手
日前爆冷淘汰英國名將梅
利的21歲波蘭小子楊諾維奇
(見圖)，在巴黎大師賽繼續
獲得幸運之神眷顧，在周五
的8強賽事打到第3盤巧遇對
手帖沙耶域治退賽，在兵不
血刃的情況下輕鬆鎖定4強
席位，將與世界排名第20位
的西蒙爭入決賽。
面對突如其來的勝利，這位波蘭小將亦驚喜得有
些語無倫次：「我很難了解現在到底發生甚麼事
情，我做了一些神奇的事情，我現在能把每個球打
進線內，現在我闖進準決賽⋯⋯昨天獲勝後我的家
人都哭了，今天也是。」準決賽又再面對世界排名
前20位的球手，這位小將卻未驚過，坦言自己在壓力
下如魚得水：「我不在乎場內的觀眾會否支持我，
與梅利交手的時候，我就是絲毫不感到有壓力，我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南區勇破公民開齋
■南區的哈成智(左)與中村
祐人鬥法。
潘志南 攝

■飛馬外援祖連奴(右)力阻晨
曦前鋒巴利推進。 郭正謙 攝

■魯賓(紅衣)撞暈公民隊長
法圖斯後看望對方。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郭正謙)「升班馬」南區昨日在
主場福地香港仔運動場主演一
齣好戲，以3:1反勝公民，取得
開季以來首場聯賽勝仗，目前
以6分升上第9位，擺脫「包尾
大幡」之名。
公民在開賽僅2分鐘便由艾里
奧接應中村祐人的傳中，頭槌
攻門破網，為球隊先開紀錄領
先1:0。20分鐘，公民隊長法圖
斯和南區中堅魯賓相撞，前者
一度倒地休克2分鐘，在醒來後
堅持繼續比賽，但最後還是被
迪天奴入替，而法圖斯則在太
太陪同下立即入院檢查。
法圖斯離場後，公民防線更
欠穩健。22分鐘，南區憑藉迪
基圖後上怒射破網，追成1:1平
手。完半場前，葉頌朗右路底
線傳中，林家亮近門撞射破
網，為南區反超前2:1完半場。
易邊後23分鐘，南區由傑志借
將卡里爾近門剷射得手，最終

咸美頓阿布扎比頭位出賽
麥拿侖車隊的咸美頓昨日
在F1阿布扎比站排位賽，做
出最快圈速1分40秒630，今
日將獲排頭位出賽。(now670
台今日8:45p.m.直播)

港七欖隊奪世盃入場券
香港隊昨日在新加坡舉行
的「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
2012」銀盃決賽，以12:14惜
負宿敵日本，屈居亞軍，但
仍能與日本及季軍菲律賓晉
身世界盃。

晨曦負飛馬包尾
另外，太陽飛馬憑藉麥保美
的「超級世界波」及唐建文的
入球，主場以2:0擊敗日之泉JC
晨曦，令後者淪為「包尾大
幡」，而全取3分的飛馬則跳升
至第5位。

3連敗 湖人34年最差開季
星光熠熠的湖人持續一蹶不振，縱有
高比拜仁轟入全場最高的40分，可是這
支洛市一哥周五在「洛杉磯打 」
，主場
仍以95:105不敵快艇，錄得球隊史上僅第
4次的開季3連敗，遭遇34年來最差開
季，連同季前賽的8連敗，湖人已11場未
嚐得勝利滋味。
湖人今仗有後衛拿殊因傷缺陣，令
「Big4」組合只餘拜仁、懷特侯活和加
素，而球隊亦只得這「三巨頭」得分達
雙位數，成為落敗關鍵。腳瘀未退的拜
仁上陣43分鐘，攻進40分，侯活和加素
則分別只有13分和10分進賬，表現在水
準以下；相反快艇的得分點平均，共有5

人得分上雙，當中後備的哥羅福拿下全 任何事情，我們還要繼續做得更好。」
隊最高的21分，後衛基斯保羅則貢獻18
紐約人勝利獻災民
分和15次助攻，協助快艇終止作客湖人9
東岸方面，紐約人憑藉命中19個3分
連敗。
賽後湖人主帥米克布朗表示：「顯然 球，主場以104:84澆滅衛冕總冠軍熱火，
我們需要一場勝利，我不是在這裡嘗試 在新球季旗開得勝。紐約人在颶風「桑
去愚弄任何人，這是拜仁今仗上陣這麼 迪」過後首度在主場出賽，賽前安東尼
長時間的原因。」快艇近年成功打造一 代表紐約人向現場球迷致謝，其後全場
支極具競爭力的年輕球隊，光芒更直迫 為風災中的遇難者進行默哀。今仗拿下
已做了多年洛市一哥的湖人，但快艇主 30分和10個籃板球的安東尼賽後說：
「我們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期。我們都清
教練迪尼格羅認為球隊並非洛
楚『桑迪』為紐約市帶來的災難，但今
市新帝王，他說：「這只是今
晚我們堅定地站在一起。」
季的第2場比賽，目前實在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太早去說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香港時間周一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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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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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女羽雙打停賽刑滿
在倫敦奧運涉嫌求敗走線
的印尼女雙組合波理/喬哈
里，經過3個月禁賽，昨日終
獲得印尼羽協「解封」
，二人
將出戰本月20日至25日舉行
的香港公開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以3:1擊敗公民，全取3分並打開
今屆勝利之門。
南區取得升班後首場聯賽勝
仗，班主陳文俊最為高興，為他
帶來難得的一份生日禮物，而教
練馮凱文坦言刻意收起擅投「手
榴彈」的中場陳卓光，目的是要
證明南區不是獨沽一味的「手榴
彈戰術」
，還有多方面入球的能
力。他進一步說：「公民未用上
迪天奴時，只打地面戰術，我們
以同樣的地面和他們對抗。當起
用迪天奴打高波後，便以魯賓看
管他。今仗成功達到贏波的目
標，在未來3場賽事，希望可以
在主場多拿取7分。」

■安東尼賽前代表紐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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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速報
夏頓得分創新高搶鏡
夏
頓(見
圖中)
周 五
僅 為
火 箭
上 陣
第2場
比 賽
便取得個人職業生涯新高
的45分，加上林書豪貢獻
21分、10個籃板球和7次助

攻，這對後場孖寶率領火
箭作客以109:102擊敗鷹
隊，開季2連勝。昔日在雷
霆出任第6人的夏頓，自加
盟火箭後即穩坐正選，幾
乎全隊進攻都圍繞這名
「大鬍子」，對此夏頓表示
必須去習慣這轉變，並強
調不會專注在自己的高得
分表現。

新秀狀元輕微腦震盪
黃蜂陣中的新秀狀元安

東尼戴維斯在周五主場對
爵士的上半場比賽尚餘4分
51秒時，慘誤遭隊友、同
為新秀的奧斯甸李華士肘
擊頭部受傷離場，據稱這
名「一眉」中鋒出現輕微
腦震盪，將不會隨隊作客
公牛。安東尼戴維斯在離
場前取得8分、6個籃板球
和2次封阻，為黃蜂以88:86
險勝爵士，拿下新球季首
場勝利出了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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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人
木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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