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社倫敦5日電 2014年英國錦標賽5日在約克結
束了8強爭奪，「火箭」奧蘇利雲以6：4擊敗世界排名
第37位的麥基爾，闖入4強。
來自蘇格蘭的麥基爾今年23歲，是本屆比賽最大的

「黑馬」，他在前一輪比賽中淘汰了4屆英錦賽冠軍約
翰希堅斯，面對同樣4次奪冠的奧蘇利雲，他發揮出
色，以2：0領先。不過，「火箭」此後很快將比分扳
平，而且最終以6：4獲勝。當天正滿39歲的奧蘇利雲
說：「比賽很艱苦，他的發揮非常好，我只是憑藉經驗
贏得了比賽。」奧蘇利雲4強的對手是9號種子冰咸，
後者以6：5戰勝
了前世界冠軍杜
特。
另外兩場比賽

中，中國香港選
手傅家俊以5：6
不敵2004年英錦
賽冠軍麥佳亞，
2011年的冠軍卓
林普以6：1輕取
馬克戴維斯。麥
佳亞和卓林普將
爭奪決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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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子壁球隊正於加拿大參加「世
界女子壁球團體賽」，在當地時間5日跟
勁旅英國展開4強大戰，可惜由歐詠芝、
陳浩鈴、廖梓苓及湯芷穎組成的港隊未能
更進一步，以場數1:2惜敗，無緣殺入決
賽。今日四女會和不敵馬來西亞的大會頭
號種子埃及爭季軍。
昨日先上場的歐詠芝（Annie），面對

曾4度交手的英國代表娜芳，互贏2次實
力接近。然而Annie的反手未能對世界排
名第2的娜芳構成威脅，終以7:11、11:13
及4:11落敗。接着輪到陳浩鈴（Joey）與
世界排名第5的Alison Waters交手，演出
冷靜的Joey加快節奏和步伐，令對手多
番出錯，結果以11:4、8:11、11:9及11:3

勝出，為港隊追成1:1。
只可惜在決勝局，面對Sarah-Jane Per-

ry的湯芷穎一開始已很緊張，曾落後至3:
10，但對方突然失準，讓湯芷穎連追9分
反勝首局，礙於Sarah-Jane控制住整場節
奏，湯芷穎之後連輸3局5:11、3:11及8:
11，令港隊以場數1:2被淘汰。英國則歷
史性連續11次躋身世錦賽決賽。

趙詠賢大讚Joey
一度為港隊扳平的Joey說：「這是我
首次以 3:1 擊敗她。過去我曾以 3:2 取
勝，但每次我對着Alison，其節奏及打法
都令我犯下很多失誤。但今天不同的是，
我讓失誤減至最低。」又指今仗對她意義

重大。賽後港隊教練趙詠賢亦大讚Joey
表現出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御龍

體壇連線

奧運游泳及沙排賽深夜進行
國際奧委會和里約奧組委昨日確認，

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游泳決賽和部分沙排
比賽將在里約當地時間深夜進行。對於游
泳決賽在深夜進行，澳洲奧委會官員表示
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在美國電視轉播商的
施壓下作出的決定。國際泳聯的官員還表
示，相應的奧運游泳預賽將在下午1點開
始，這意味着在預賽和決賽之間，選手們
將等待約10個小時。

世界高球挑戰賽活士仍墊底
在醫生協助下，歷經繁瑣的復健與好幾

周休養背部，高球名將活士的復出戰，表
現還得多加把勁。世界挑戰賽由活士基金
會創辦，邀請18名好手參賽，活士第二輪
打出70杆，成績依舊墊底。或許是復出第
一場，不足以判斷活士表現如何，加上第
二輪早上他還發燒、咳嗽，活士說，「感
覺不是那麼好，我需要補充水分，保持平
靜。」

香港賽艇隊昨舉行開操儀式
香港賽艇代表隊昨日假香港體育學院賽

艇部舉行「2014-2015年度香港賽艇隊開操
儀式」。中國香港賽艇代表隊教練和一眾
運動員均有出席，場面可謂相當熱鬧。香
港賽艇隊經過仁川亞運會後，各隊員返港
稍作休息並調整狀態，為2015年各項賽艇
賽事作出最佳準備，當中包括預備2016年
里約熱內盧奧運會賽艇項目的資格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壁球世錦賽 港女團無緣決賽

鍾伯光專欄

傑志小勝飛馬上榜首在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傑志小

勝飛馬上榜首在望！昨晚在旺角大球場
進行的港超聯榜首大戰，傑志憑藉巴倫
古素的入球以1：0擊敗太陽飛馬，繼續
保持不敗金身；現時傑志比飛馬打少三
場但只落後3分暫列次席，看來上榜首在
望。賽事共吸引1836名球迷入場欣賞。
飛馬今仗對正選作出多個改動，蘇偉

泉及法圖斯出任雙防中，希望藉此限制
傑志的中場控球，開賽初段飛馬的戰術
確實奏效，控制中場攻勢較盛，可惜一
次回傳失誤令飛馬士氣大挫，巴倫古素
成功把握機會射成1：0。其後飛馬試圖
加強攻勢，不過中場卻未能流暢組織，
只能偶爾靠單打獨鬥製造混亂，最終傑
志以1：0擊敗太陽飛馬，5戰4勝1和保

持不敗升上次席，進佔榜首指日可待。

南華踢和黃大仙
飛馬未能走出低沉近況，主帥列卡度

慨嘆未獲幸運女神眷顧：「今場因一個
失誤而落敗是有點欠運，而我們在場上
亦未夠進取，對於聯賽冠軍我們仍有機
會，相信傑志的運氣不會一直持續。」

而另一場港超聯，黃大仙險些再創造奇
蹟，有李鍵率先入球下被南華的伊雲扳
平，最終雙方以1：1打成平手。
今日繼續有兩場聯賽上演，下午2時

30分YFC澳滌假深水埗運動場對天行元
朗，而晚上8時東方將於將軍澳運動場對
和富大埔。

今季成績欠佳的
湖人，昨日作客世仇
塞爾特人仍是表現麻
麻，以 96： 113 落
敗，更是在2連勝小
陽春後取得的 2連
敗。當中主將高比
拜仁雖獨攬22分，
其隊友則遜色得
很，連同高比只有3
名正選得分達雙位

數，反 觀「綠軍」全部正選都拿
到雙位數分數，其中中鋒薩拿更以球
季個人得分新高的24分和14個籃板，2
位前鋒謝夫格連和蘇寧加亦分別拿下19
分和17分，得分能力出現明顯分野。
再嚐敗績的湖人，目前以5勝15負居

於西岸尾2，加上老將拿殊早已因傷

「收咧」，自然急需援軍加強板凳深
度。在周五比賽當日的早上，有傳媒發
現高比跟塞爾特人明星控衛朗度共進早
餐，即引起外界無限聯想，猜測是否想
拉攏朗度到「紫金王朝」。然而翌日高
比已矢口否認，堅稱二人只是邊吃邊談
籃球經：「我們談的全都關於比賽，也
討論了聯盟，還有過去我們曾交手的球
賽，那些美好回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湖人不敵「綠軍」
高比傳拉朗度過檔

馬刺先聲奪人，開局就打出一段13：2
的比分，而灰熊在比賽打了近6分

鐘後只投中一球，就此陷入困境，此後他
們雖然不斷反擊，但一直未能反超。上半
場還有1秒時，普林斯投中一記三分，但
灰熊仍以46：58落後。
灰熊在第三節將比分追成了64：69，
不過比連尼兩度三分命中，贊奴比利也遠
投得手，馬刺又將差距拉開，以78：68
領先進入最後一節。灰熊不斷攻擊籃下，
在比賽還有10.3秒時，葛利李爾突破上
籃，灰熊將比分追成了101：105。哥利
祖斯夫兩罰兩中之後，灰熊遠投不中，無
力在馬刺面前翻盤，最終輸101：107。

獲贊奴比利讚表現完美
鄧肯今仗攻入14分、10籃板、10助

攻，生涯第4度「大三元」，上次達成
「三雙」紀錄是2010年11月30日對金州
勇士；值得一提的是，在鄧肯拿「三雙」
的4場比賽，馬刺取得全勝戰績。馬刺的
贊奴比利攻下全隊最高的17分，三分球5

投全進，另有 6籃板、7助
攻，賽後他相當推崇好搭檔
鄧肯的完美表現。
「那是很難辦到的，尤

其當你已經38歲，還身處
在 這 麼 激 烈 的 比 賽 當
中。」贊奴比利說。贊奴比
利所言非虛，鄧肯今仗以38歲
又224天之齡，成為史上第2
老達成「大三元」的球員。
史上最年長紀錄是「郵差」
卡爾馬龍的40歲又127天。
馬克加素今仗取得28分
12籃板，康利拿下23分傳
出10助攻，普林斯攻進20
分，但灰熊最終還是吞下本
季首次連敗。馬克加素賽後
說：「我不在乎他們以前擊敗
過我們幾次，我覺得我們能夠
擊敗他們。不過，今仗卻不是
如此。」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聖安東尼奧馬刺昨日以107：101擊敗猛菲斯灰熊，「石佛」鄧肯再

度締造紀錄，成為史上完成「大三元」第2老的球員，交出14分、10個

籃板以及10次助攻的「三雙」答卷，不僅帶領上季總冠軍馬刺取得了對

陣灰熊的九連勝，也終結了對手常規賽主場22連勝。

鄧肯偉哉鄧肯偉哉
馬刺擒灰熊馬刺擒灰熊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本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塞爾特人 對 巫師
鷹隊 對 金塊
灰熊 對 熱火
活塞 對 雷霆
小牛 對 公鹿
○紐約人 對 拓荒者
湖人 對 鵜鶘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帝王 102:101 溜馬
爵士 93:98 魔術
公鹿 109:85 熱火
小牛 106:118 太陽
木狼 112:114 火箭
灰熊 101:107 馬刺
速龍 91:105 騎士
網隊 75:98 鷹隊
塞爾特人 113:96 湖人
巫師 119:89 金塊
76人 91:103 雷霆
黃蜂 103:102 紐約人
○now635台及678台周一8: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史上第二老締「大三元」

丁俊暉榮升世界一哥

■香港賽艇隊開操。
■奧蘇利雲在比賽中。 法新社

■■飛馬中場鞠盈智飛馬中場鞠盈智((左左))與傑志與傑志
守將曾至孝鬥法守將曾至孝鬥法。。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贊奴比利(右)
上籃。 美聯社

■■鄧肯鄧肯((左左))嚴防對手嚴防對手。。美聯社美聯社
■■高比拜仁高比拜仁((左左))被對手侵犯被對手侵犯。。美聯社美聯社

■■歐詠芝歐詠芝((左左))不敵娜芳不敵娜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陳 浩 鈴陳 浩 鈴 （（ 左左 ）） 擊 敗擊 敗
Alison WatersAlison Waters。。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桌球在香港是一項廣為人認識的運動，而
且也是體院資助的精英項目。在過往幾屆亞
運會（剛完了的仁川亞運會，桌球未被列入
正式比賽項目），香港桌球代表隊都能載譽
而歸，這也是桌球取得精英項目資助的主要
原因。
香港桌球的成功，當然得靠幾位出色的球

手，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是傅家俊，此外還
有陳國明等。傅家俊在1998年轉投職業賽，
在這16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去年曾經衝上其
個人有史以來的世界最高排名第6位。
除了傅家俊外，一直被球評家看好的中國
球手丁俊暉，終於能夠為亞洲桌球手增光，
經過了11年的努力，丁俊暉於上周四獲得世
界桌球聯會主席正式宣布榮登世界一哥的位
置。丁俊暉於2003年投身桌球職業比賽以
來，一共贏取了11項排名賽冠軍，而他的穩
定表現，令他在世界的排名積分拋離其他對
手而歷史性地成為首位亞洲球手登上世界一

哥的位置。
對一般工作來說，11年並不算長，但對職

業球手來說，11年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日子，
因為在每次的比賽，球手都要非常集中，還
有之前的準備功夫，在不同國家和地點的比
賽又要適應當地的時差和環境，賽後又要檢
討和加入改善技能和表現的訓練，可以說每
天都在為下次得到更佳的表現而努力工作。
換言之，這份工作真不容易做，如果沒有強
烈的求勝和追求成功目標的動機，相信球手
都捱不上三兩年便放棄了。
現在才27歲，也是桌球運動最當打的年齡，

丁俊暉的前途肯定是無限，不單是排名第一，
要贏取世界賽冠軍也是指日可待。相信現時取
得的成就，丁俊暉本人最想多謝的應該是他的
父親，沒有他父親在他小學畢業後便全心全意
栽培他，包括變賣老家的房子來支持他的訓練
和比賽開支，丁俊暉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教授鍾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