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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雷帝」杜蘭特之外，這支美國男籃
還包括3名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冠軍成

員，包括「狼王」路夫、火箭球星夏頓與鵜
鶘前鋒安東尼戴維斯。杜蘭特和路夫還曾隨
隊奪得2010年世錦賽冠軍，除了上述兩人，
陣中曾參加過該屆賽事的球員還包括勇士後
衛史提芬居里和公牛領袖羅斯。
美國男籃主教練克里澤維基說：「我們會

非常倚靠曾參加過2項賽事的球員，尤其是杜
蘭特和路夫。」美國籃協主席哥蘭基路則表
示：「我們從未預想這些球員能夠參加這項
賽事，此前和他們進行溝通時，差不多就得
到這個答案。為了保持球隊的連續性，我們
需要在每屆賽事中有球員流動，因此願意為
國征戰的球員都能得到機會。他們當然也會
被考慮代表美國男籃參加2016年里約熱內盧
奧運會。」

月底賭城辦訓練營
據報這支美國男籃將參加於7月28日至8月

1日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訓練營，隨後陣容可
能縮減至15人。在8月14至15日重新集結
後，美國男籃將與巴西、多米尼加和波多
黎各進行3場表演賽，其後會最終減員
至12人。
今屆男籃世界盃將於8月30日至9
月14日在西班牙舉行，共有24支
球隊參加，美國與新西蘭、土耳
其、芬蘭、烏克蘭和多米尼加
被分在 C 組。根據規
則，今屆男籃世界
盃只有冠軍球
隊才能自動獲
得2016年奧運會
參賽資格。■新華社

上屆衛冕總冠軍失敗的熱火，14
日宣布與查馬士簽下一紙新合約，
這位此前6年職業生涯全部在熱火
度過的控衛，將與全明星前鋒保殊
及「鳥人」基斯安達臣繼續留隊。
熱火總裁萊利說：「很高興查馬

士能留下來繼續自己的職業生涯，
他是我們的核心球員之一。」查馬
士上季共為熱火上陣73場，平均每
場貢獻9.8分和4.9次助攻，3分球
命中率為38.5%。
在「大帝」勒邦占士宣布重返騎

士後，熱火積極努力爭取留在季後
賽球隊的行列中。除了留下查馬
士，這支3屆總冠軍球隊已與保
殊、前鋒丹治和基斯安達臣達成協
議。
查馬士在職業生涯中共參加439

場比賽，平均每場得到8.6分、3.8
次助攻、2.4個籃板球和1.5次偷
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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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育仲裁法庭14日作出裁定，將牙買加
短跑名將鮑維和辛普森的禁賽期由18個月減為
6個月。由於二人已停賽達6個月，這意味這
對牙買加跑手可以立即復出參賽。
此前由於被查出對禁藥奧洛福林呈陽性反

應，鮑維和辛普森被牙買加反興奮劑委員會判
罰停賽18個月，不過二人堅稱是誤服含有違禁
成分的營養補充劑，並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
出上訴，希望將制裁縮短至3個月。裁定結果
表明，二人的上訴得到部分支持。
關於二人的聽證會於7月7日至8日在紐約進
行，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在聲明中說：「鮑維和
辛普森針對18個月禁賽期的上訴得到部分支
持。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決定將二人的禁賽期減
為6個月，由於二人已經服完禁賽期，故他們
獲得即刻參賽的資格。」

二人重返瑞士跑道
得知「減刑」消息後，鮑維如釋重負，更在

twitter 上 寫
道：「感謝國
際體育仲裁法
庭，壓在我肩
上的一塊大石
頭終於落地。
公正得到伸
張，現在讓我
們 跑 起 來
吧！」31 歲
的鮑維同時表
示，會在 15
日重回瑞士盧塞恩的跑道上。
同場亮相的還有女跑手辛普森，她在聲明中

說：「我感覺到完全的解脫，我們的權利最終
得到維護。為了證明營養補充劑在服用前沒有
問題，我們付出了一切。我們並非有意為之，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也意識到這點，要真誠地向
他們表示感謝。」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蔡明亮)傑志將於本
月底在香港大球場友賽應屆法甲冠軍巴黎
聖日耳門(PSG)，昨日 PSG公布訪港名
單，陣中名氣最大的球星伊巴謙莫域與卡
雲尼將會隨隊，不過在巴西世界盃踢足7
場比賽的堤亞高施華、大衛雷斯及拿維斯
等則告缺席。

白蘭斯重視亞洲之旅
傑志總監伍健前晚在 facebook表示，
PSG今次訪港，連同職員共有多達72人，
除了在世界盃要踢季軍戰的一對巴西中堅
堤亞高施華、大衛雷斯，以及在決賽為阿
根廷上陣的拿維斯等，大部分主力都會隨
隊，包括在世盃有份上陣的法國國腳卡比
耶和馬度迪、意大利國腳莫達和施利古

等。
巴黎聖日耳門今夏將首次展開亞洲之

旅，在與傑志友賽後，還會到北京爭奪法
國超級盃。主帥白蘭斯對這次亞洲之旅亦
甚為重視，他說：「這是球隊首次到訪亞
洲，亦是我作為PSG教練後首次訪港。我
們現正進行季前集訓，陣中球員都努力重
拾比賽狀態，在前往香港前，球隊將於奧
地利進行數場練習賽。今次與傑志比賽是
我們備戰法國超級盃前的重要一戰，希望
雙方能合演一場精彩賽事。」
為了備戰強陣出擊的巴黎聖日耳門，傑

志日前已啟程到韓國集訓5日，首日操練
將主要練習死球及試陣。新帥摩連拿希望
球員經過本周訓練後，可大幅提升比賽狀
態。

2014年環法單車賽14日展開第
10賽段，來自阿斯塔納車隊的意大
利車手尼巴利再度展現實力，不僅
榮膺賽段冠軍，而且成功奪回在前
一賽段失去的黃色戰衣。不幸的
是，2屆環法總冠軍、西班牙名將
干達度在比賽期間弄致右膝嚴重受
傷，被迫提早退出今屆賽事。
2007年和2009年環法總冠軍干

達度在賽至62公里時摔倒，弄致右
膝嚴重受傷，無奈退出今年的環法
賽。干達度賽後失望地表示，這樣
的結局讓他感到非常傷心：「我為
今年的環法賽進行艱苦準備，但現
在我只能接受這樣的結局，這也是
競技體育的一部分。」

尼巴利重奪黃戰衣
第101屆環法賽事第10賽段起點

設於牟羅茲，終點為拉普朗什德貝
爾菲耶，全程161.5公里，途中包
括多個上斜路段，是一個頗具難度

的山地賽段。在距離終點不到3公
里，尼巴利突然加速，迅速放甩其
他車手，最終以4小時27分26秒的
成績率先衝過終點，榮膺賽段冠
軍。在總成績上，尼巴利也以42小
時33分38秒，領先第2名車手2分
23秒，再度佔據榜首，重新穿上黃
色戰衣。 ■新華社

2016年里約奧運會組織方表示，
應從巴西世界盃的成功舉辦中獲取
經驗，讓首次在南美大陸舉辦的奧
運會成為一屆讓人難忘的賽事。
里約奧運會的準備工作一開始進

展緩慢，包括國際奧委會官員在內
的人們都曾擔心里約這座城市的承
辦能力，但最近里約奧組委明顯加
快了工作進度，大約38%的場館已
經完工，預計一半的場館都將在年
底竣工。
里約奧組委體育部部長吉馬良斯強

調：「奧運會與世界盃有本質上的
區別，奧運會是一個城市舉辦多個項

目，而世界盃是在一個國家的12個
城市舉辦一項運動。但是，在某些做
法上，奧組委的確可以採納。我們每
天都在取得進步，我認為我們一定能
夠為全世界的運動員們提供一個完美
的舞台。」 ■新華社

「烏圭」棄前來 港足改鬥新加坡

美國男籃14日公布參加2014年世界盃（前身世錦賽）訓練營的19人名單，獲得上季

NBA常規賽最有價值球員(MVP)的雷霆球星杜蘭特領銜，不過日前宣布重返騎士的「大

帝」勒邦占士、快艇星級控球後衛基斯保羅與決定留効紐約人的安東尼則名落孫山。

公布世盃集訓名單「大帝」榜上無名

美國男籃靠晒雷
帝雷帝

狼王狼王

獲減刑1年 鮑維辛普森即時復出

伊巴卡雲尼落實來港

干達度右膝重創傷別環法

里約奧運擬向世盃「偷師」

球員 効力球隊
前鋒
杜蘭特 雷霆
路夫 木狼
安東尼戴維斯 鵜鶘
柏臣斯 小牛
法里德 金塊
保羅佐治 溜馬
格里芬 快艇
後衛
史提芬居里 勇士
基利湯臣 勇士
艾榮 騎士
羅斯 公牛
夏頓 火箭
迪羅辛 速龍
比爾 巫師
高華 鷹隊
利拿特 拓荒者
希獲特 爵士
中鋒
卡臣斯 帝王
德拉蒙 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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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澤維基開腔表示今屆世盃靠晒
杜蘭特和路夫。 資料圖片

■■杜蘭特領銜新一支美杜蘭特領銜新一支美
國男籃國男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路夫曾參加路夫曾參加20102010年世錦賽和年世錦賽和
20122012年奧運年奧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查馬士續約熱火查馬士續約熱火。。法新社法新社

■■鮑維鮑維((右右))已抵達瑞士盧已抵達瑞士盧
塞恩準備參賽塞恩準備參賽。。 美聯社美聯社

■■辛普森直言辛普森直言
感覺解脫感覺解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奧運史上首名女黑人金
牌得主愛麗絲高治文戴維
斯周一與世長辭，享年90
歲。愛麗絲高治文戴維斯
在 1948 年倫敦奧運會
上為美國贏得一枚女子跳
高金牌。 美聯社

與世長辭與世長辭

■■卡雲尼卡雲尼((左左))與伊巴謙莫與伊巴謙莫
域將帶領域將帶領PSGPSG訪港訪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里約奧運會場館的施工里約奧運會場館的施工
進度稍為改善進度稍為改善。。 美聯社美聯社

■■干達度右膝受傷干達度右膝受傷
需要包紮需要包紮。。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潘志南) 9支參加首屆香
港職業聯賽的球會代表，昨日下午與足總召開
首次會議。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在會後確認，
烏拉圭國家隊不會在9月來港進行表演賽，港
足將改與新加坡上演主、客2場友賽。
足總原有意在9月邀請烏拉圭來港友賽，10月
再主辦與世界盃亞軍阿根廷的表演賽，以慶祝
香港足總100周年會慶，可是薛基輔昨日證實，
烏拉圭取消來港，將轉往日本，故足總決定改

邀新加坡與港足在9月和10月先後進行2場主、
客賽事。至於阿根廷訪港的表演賽票價，足總
會在下周一開會確定，薛基輔希望阿根廷可由
美斯領軍，在香港大球埸與港隊上演表演賽。
另外，據稱新球季的轉播費用高達600萬港

元，球會代表批評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未能維
護球會利益。由於今屆只得9支球隊參賽，轉
播費有增無減，令球會開支較去年多50%。同
時，港職聯要求每支球隊需要搞4支青年隊，

但又無法提供球場，令球會大為不滿。
東方與流浪在球季尚未開始前已收到足總的

警告信，其中足總指流浪財務不清，有可能將
這支甲組隊「放逐」出港職聯，流浪總監李輝
立對此感到大為不滿和生氣，而足總則指明東
方現時持有的只是臨時牌照，若向傳媒發表有
關港職聯的負面新聞，足總有權沒收有關牌
照。東方總監梁守志認為足總的威嚇言論十分
可怕。■■左起：梁守志、南華班主張廣勇、李輝立與太陽飛馬的陳志康聯

手爭取利益。 潘志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