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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賽季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
第31輪9日全面展開，福建隊與浙江隊橫空出
世，以一場經歷五個加時賽的「紀錄之戰」吸引
了所有人的眼球。最終，福建主場以178：177
一分之差險勝浙江。
張大宇與麥克唐納的得分為這場史詩般的比賽
拉開了序幕，雙方經過4節的惡鬥戰成110平。
第一個加時，兩隊打平後斯班瑟命中三分，但巴
赫拉米隨後迅速還以一記三分，福建隊最後一攻
未果，雙方122平進入第二個加時。
第二個加時最後時刻，張大宇接斯班瑟助攻空
切投籃得手將比分扳為134平。加時三中，客隊
打出7：0的小高潮，但關鍵時刻趙泰隆命中三
分穩定局面。最後時刻還是趙泰隆三罰兩中，韋
斯特將功補過補籃得手，雙方150：150進入第
四個加時。
此後雙方受到體力影響，進攻成功率開始下
降，雙方以160平進入第五個加時。最後一個加
時，王哲林在關鍵時刻打出「2＋1」，韋斯特兩
罰全中後福建領先4分，斯班瑟再度命中高難度
三分，但時間只剩0.6秒，福建主場以178：177
險勝浙江！
這場比賽，福建隊得到178分、兩隊歷經5個
加時、總共得到355分、比賽共經歷3小時、巴
赫拉米當晚出戰67分17秒，創下CBA多項紀
錄。此外，兩隊共有6人得分逾30，其中浙江隊
外援哈里斯和斯班瑟表現驚艷，前者為球隊貢獻
55分和17個籃板，後者砍下47分，並送出9次
助攻。而客隊內線球員張大宇也拿下36分和16
個籃板的傲人成績單。另外，福建外援韋斯特與

巴赫拉米和王哲林各為主隊貢獻37分。
浙江隊主教練張勇軍賽後無奈地說：「這是一
場精彩的比賽，球員們拚得很兇，也都發揮出正
常水平，打了5個加時，最後輸了1分，我無話
可講。」 ■綜合新華社電

索契冬奧會當地時間9日共產生8
枚金牌。東道主如願以償，拿走被
認為是專為他們而設的花樣滑冰團
體金牌，而美國隊則在另一個首次
進入冬奧會的項目──單板滑雪坡
面障礙技巧賽上顯示了強勁的實
力，繼首日拿走男子金牌後，9日又
毫不客氣地摘得女子金牌。
31歲的「冰王子」普魯申科9日
再度登場，雖然他在比賽中小有失
誤，但還是以微弱優勢力壓加拿大
選手凱文名列首位，為東道主再添
10分。接下來的女子單人滑比賽，
只有15歲的俄羅斯小將利普尼特斯

卡婭發揮出色，輕鬆獲得第一名，
使比賽完全失去了懸念。雖然在最
後一項冰舞比賽中，俄羅斯選手僅
獲得第三名，但已無礙東道主以巨
大優勢奪魁。加拿大隊和美國隊分
別獲得銀牌和銅牌。
繼隊友考森伯格在單板滑雪男子

坡面障礙技巧上成為本屆冬奧會首
金得主後，美國姑娘安德森9日又
把女子項目金牌收入囊中，幫助美
國隊在這個新項目上實現包攬。
荷蘭女將伍斯特在女子3000米速

滑比賽中顯示了過人的實力，成為
第一位在三屆冬奧運會上都有金牌

進賬的荷蘭運動員，此前，她在都
靈冬奧會和溫哥華冬奧會上分獲
3000米和1500米金牌。
斯洛伐克名將庫茲米娜在冬季兩

項女子7.5公里比賽中顯示了超強的
實力，以領先第二名近20秒的成績
奪得金牌。
23歲的奧地利選手梅耶爾奪得高

山滑雪男子速降金牌。而男子越野
滑雪30公里金牌則被瑞士選手克洛
格納獲得。跳台滑雪普通台男子單
人賽，波蘭選手斯托赫奪得冠軍。
男子單人雪橇賽，德國選手洛赫登
上最高領獎台。 ■中新社

CBA第31輪賽果
廣東 106：89 八一
福建 178：177 浙江
上海 96：82 山東
北京 133：79 天津

冬奧獎牌榜
(截至香港時間10日)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挪威 2 1 4 7
2 荷蘭 2 1 1 4
3 美國 2 0 2 4
4 加拿大 1 2 1 4
4 俄羅斯 1 2 1 4
14 中國 0 1 0 1

作為索契冬奧唯一參賽的香港選手呂品韜，10日在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初賽中位列
小組第5名，未能進入準決賽，提前完成冬奧之旅。
1500米是冬奧短道速滑個人項目最長距離的比賽，年僅21歲的呂品韜在初賽分組中位

列5號出發位置，在同組的6名選手中，除首次參加成年賽事的兩屆世青賽冠軍韓國選手
PARK Se Yeong暫無世界排名外，其餘選手的世界排名均高於排名第47的呂品韜。

港隊主教練呂碩對呂品韜做出的戰術安
排是：「先在後面跟隨，尋找機會進行超
越。」呂品韜很好地執行了這一戰術安
排，並在第3圈時直道超越取得領先，但
以色列選手BYKANOV Vladislav此後與
呂品韜為控制小組速度而對領先位置展開

爭奪。兩圈後，東道主選手安賢洙開始發力，港
將雖然嘗試使用滑行路線阻擋對手，但曾經受傷
的小腿肌肉無法在高速下完全穩定住身體，最終
以小組第5名完成初賽，無緣前3名晉級準決賽。
賽後，港隊主教練呂碩說：「呂品韜雖然今天

未能晉級，但作為第一次參加冬奧會的選手，他
的比賽過程表現不錯，希望他積累經驗，為下屆
冬奧會做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剛剛接手申花的綠地，初來乍到就遇
到難題。據稱，俱樂部在辦理到中國足協
註冊所需的「無欠薪」資料時，遭到申花
全體球員的拒簽。
按照中超准入辦理規則，各俱樂部必須

在上交的2014准入資料中有每一位隊員在公證處工作人員
的現場公證下，親筆書寫並簽字的「2013賽季工資、獎金
已結清」的資料。昨日原申花聯盛俱樂部管理人員將公證
處的工作人員請到了康橋基地，希望完成相關工作。不過
實際上球員並沒有收到全部工資獎金，因此眾多球員一致
決定拒絕簽字。

有球員在接受採訪時表示，2012賽季結束後，當時也
是為了辦理准入，俱樂部給每個人打了張白條，拿到白
條後，球員才在「2012賽季工資、獎金已結清」一欄處
簽字，俱樂部最終才完成註冊。但現在那張白條上的
錢，球員們根本沒領到。此外，2013年俱樂部還欠了半
年多的工資未發。球員拒簽該資料，新球隊將難以完成
註冊。申花全隊將於本月12日前往韓國進行賽季前最後
的拉練，球員們希望在此之前可以妥善解決此事。
據稱，綠地集團介入足球，有關方面也有承諾：「如

果你們進來，肯定會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未來乾乾
淨淨交給你們，放放心心去踢球。」因此，綠地集團選
擇了「資產收購」，避開相關債務的風險。

5次加時創紀錄
福建險勝浙江

申花欠薪 球員拒簽註冊資料

新疆 119：101 吉林
廣廈 109：107 四川
山西 91：96 遼寧
青島 120：122 佛山
江蘇 97：115 東莞

索契冬奧11日決賽
香港時間 決賽

17:00 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礙技巧
21:22 越野滑雪女子自由式短距離賽
23:00 冬季兩項女子10公里追逐賽
23:19 速度滑冰女子500米

12日
01:59 單板滑雪男子U型池
02:25 跳台滑雪女子個人標準跳

俄羅斯花滑團體如願奪金

呂品韜小組第5
結束冬奧之旅

昨日進行的男子短道速滑1500
米比賽，代表中國隊出戰的韓

天宇、陳德全和石竟男三名選手均不滿20
歲。首輪預賽，韓天宇與陳德全順利晉
級，石竟男失誤摔倒被淘汰。
稍後展開的準決賽共分3組進行，每組
前兩名直接晉決賽。位居第1組的韓天
宇，在開賽初段一直隱藏在二、三位，直
至第10圈才發力搶到首位，並以絕對優勢
獲得第一名，安賢洙第二。第2組，韓國
隊自亂陣腳，兩名參賽選手申大元和李漢
斌在第10圈時出現失誤，互相絆倒，雙雙
被淘汰，從而成就了第四位的陳德全，陳
德全最終以小組次名的姿態晉級決賽。賽
後，韓國的李漢斌也憑最佳第三名進入決
賽。
一個小時後展開的終極決賽，韓天宇第

3道，陳德全第6道。
鳴槍後，陳德全和韓天宇起步非常好，

陳德全更一度佔據第一位，但好景不長，
很快被哈梅林超越。而韓天宇則緊隨哈梅
林；兩圈過後，李漢斌和安賢洙多次試圖
超越，但韓天宇表現冷靜神勇，由始至終
堅守有利位置，不予對手任何偷襲的機
會。

平李佳軍最佳成績
隨後的比賽，成為哈梅林和韓天宇領跑

之勢。倒數第二圈，韓天宇在彎道成功超

越哈梅林，搶佔第一位，不過最後一圈，
哈梅林再度超越，並將領先優勢保持到最
後，最終以2分14秒985的成績奪得金
牌，韓天宇以2分15秒055獲得銀牌，這
也是中國隊在索契冬奧會的首枚獎牌，安
賢洙以2分15秒062奪得銅牌，陳德全以
2分15秒626排名第五。
男子 1500米自 2002年開始進入冬奧

會，當年中國選手李佳軍獲得銀牌；今年
的索契冬奧會，首次參加的韓天宇用銀牌
平了前輩李佳軍的最好成績。

短道女隊全部晉級
同日進行的女子短道速滑比賽，儘管兩

屆冠軍王濛因傷缺席，但范可新、劉秋宏
和李堅柔三位中國選手在這一優勢項目發
揮穩定，全部順利晉級13日展開的複賽。
而稍後進行的女子3000米接力賽，由

周洋、劉秋宏、范可新和李堅柔組成的中
國隊一馬當先，輕鬆獲得小組首名攜手由
方塔娜領銜的意大利隊晉級18日的決賽，
另外一小組的頭名被韓國隊獲得，她們也
同樣進入決賽。
冰壺賽場方面，中國男隊以7：4力克歐

洲勁旅丹麥隊取得開門紅。至於中國女
隊，昨迎戰奪冠大熱門加拿大隊，由於雙
方存在實力差距，最終中國隊以2：9提前
三局認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1717歲韓天宇歲韓天宇
男男子子15001500米摘銀米摘銀

中國短道速滑隊捷報頻傳香港時間10日晚，正在俄羅斯索契出戰冬

奧會的中國短道速滑隊捷報頻傳，除女隊三

名參賽選手全部躋身500米準決賽及取得3000米

隊際接力決賽資格外，17歲小將韓天宇更異軍突起，在男

子短道速滑1500米決賽中，以2分15秒055的成績摘得

銀牌，這也是中國隊在今屆冬奧會的首枚獎牌。

■福建球員趙泰隆（中）
遭對手三人圍截。新華社 ■港將呂品韜(221號)首戰冬

奧會。 路透社

■韓天宇揮動國旗繞場接
受眾人的祝賀。 路透社

■■俄羅斯隊在頒獎台上雀俄羅斯隊在頒獎台上雀
躍慶祝奪冠躍慶祝奪冠。。 路透社路透社

■哈梅林(左二)率先衝線，韓天宇(左)緊隨其後。 美聯社

■■韓天宇韓天宇((左起左起))與冠與冠
軍哈梅林軍哈梅林、、季軍安季軍安
賢 洙 在 頒 獎 台 合賢 洙 在 頒 獎 台 合
影影。。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