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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潘志南潘志南））
香港足總與香港足總與YFCYFC澳滌就球員黃威澳滌就球員黃威
打打「「太公波太公波」」被踢斷腳被踢斷腳，，涉及的沒涉及的沒
有保險及醫療費由誰結賬出現有保險及醫療費由誰結賬出現「「羅羅
生門生門」，」，已引起球員為足總出戰對已引起球員為足總出戰對
自身的保障不足自身的保障不足，，以及對足總表現以及對足總表現
涼薄不滿涼薄不滿。。港隊中鋒陳肇麒得知踢港隊中鋒陳肇麒得知踢
省港盃這類賽事欠保障時省港盃這類賽事欠保障時，，即高聲即高聲
表示表示：「：「那便叫足總別要選我那便叫足總別要選我！！如如
此沒保障如何去踢此沒保障如何去踢。」。」並指黃威是並指黃威是
單一事件單一事件，，意味着未來若再有球員意味着未來若再有球員
為港隊披甲受傷為港隊披甲受傷，，又會有另一套做又會有另一套做
法法。。
「「陳七陳七」」認為替香港出賽的所有認為替香港出賽的所有
球員球員，，足總並未有做好在比賽上的足總並未有做好在比賽上的
安全和保險安全和保險，，而且球會要支付傷兵而且球會要支付傷兵
的薪酬的薪酬，，加上球員不能上陣加上球員不能上陣，，為球為球
會造成的損失又如何處理會造成的損失又如何處理？？他指足他指足
總理應負責部分薪酬總理應負責部分薪酬。。
基於事件愈鬧愈大基於事件愈鬧愈大，，足總昨晨突足總昨晨突

然發表聲明然發表聲明，，主要明確會承擔黃威主要明確會承擔黃威

的治療費用的治療費用。。

薛基輔指或存誤會
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表示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表示：「：「關關
於有可能就球員受傷所承擔的責任於有可能就球員受傷所承擔的責任
設定上限設定上限，，與黃威的事件無關與黃威的事件無關，，只只
是在討論日後若出現類似情況應如是在討論日後若出現類似情況應如
何處理時有所提及何處理時有所提及，，尤其涉及球會尤其涉及球會
購買醫療保險的問題購買醫療保險的問題。。我只能假設我只能假設
當中或存誤會當中或存誤會，，然而對於這些意見然而對於這些意見
被斷章取義被斷章取義，，我實在感到遺憾我實在感到遺憾。」。」
又稱會將黃威視為又稱會將黃威視為「「單一事件單一事件」」而而
非先例非先例，，會繼續承擔其醫療費會繼續承擔其醫療費。。
足總與澳滌在周一見面後足總與澳滌在周一見面後，，澳滌澳滌
總教練李志堅暗示足總或就黃威的總教練李志堅暗示足總或就黃威的
醫療費設定上限出現醫療費設定上限出現「「羅生門羅生門」，」，
足總才急急出聲明澄清立場足總才急急出聲明澄清立場。。足總足總
並強調一直有派員探望傷兵並強調一直有派員探望傷兵，，亦有亦有
醫療顧問監察治療醫療顧問監察治療，，認為球員所得認為球員所得
的是最優質治療的是最優質治療，，似要反擊早前被似要反擊早前被
指指「「無情無情」」一事一事。。

NBA常規賽周三賽程
(本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馬刺
魔術 對 火箭
●網隊 對 灰熊
活塞 對 鵜鶘
速龍 對 76人
公牛 對 巫師
塞爾特人 對 鷹隊
金塊 對 小牛
○勇士 對 熱火
拓荒者 對 快艇

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塞爾特人 108:100 鵜鶘
網隊 99:113 火箭
速龍 111:114 活塞
公牛 114:121 魔術
●now678台周四8:30a.m.直播
○now635台周四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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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往年一樣，奧巴馬於周一在白
宮會見 2013/14 年賽季NBA

總冠軍馬刺隊，各球員脫去背心球
衣，換上筆挺西裝赴會，雖然表面
上氣氛嚴肅，但當中也不失輕鬆之
處。隊方除了把1號球衣贈予總統
外，還有一個簽名籃球作為紀念禮
物。
奧巴馬是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固然

對國籍相當敏感，因此他特地稱讚馬
刺堪稱籃球界的聯合國。「馬刺有很
多國際級球員，他們是籃壇的聯合

國。」譬如法國球星柏加，阿根廷悍
將贊奴比利，還有於美屬處女島出生
的鄧肯，以至其他意大利、巴西、澳
洲及加拿大球員，能夠打破地域界限
緊密合作，實在難得。
更甚的是，38歲的鄧肯等人老而

彌堅，奧巴馬語帶自嘲道：「不久
前，人們還在說馬刺的高峰期已
過，說這球隊老化且乏味。然而他
們是充滿活力，令人興奮，和總統
的狀態似乎是大相逕庭了。」還對
馬刺破天荒聘用前WNBA球星擔任

助教大為讚好。事實上，奧巴馬是
公牛球迷，他承認接見的並非穿紅
黑色球衣的球員有點酸溜溜，「要
在白宮祝賀非公牛隊伍總非易事，
那已是我所能做到的事情。」

火箭輕鬆擊落網隊
至於當日的比賽方面，作客的火

箭以113:99擊落了獲樂壇巨賈老闆
Jay-Z及其太座Beyonce來捧場的網
隊，取得4連勝。火箭打完第3節已
領先16分，全場未有太大阻力，其
中主將夏頓僅作賽3節已取得 30
分，其中3分球更是7投4中，中鋒
「魔獸」懷特侯活則獲得8分及5個
籃板。網隊球星加納特因用頭槌撼
向侯活而被逐。奧巴馬愛隊公牛則
以114:121不敵來訪的魔術，魔術憑
此勝仗中止了6連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一按照傳統，在白宮接見去屆NBA總冠

軍馬刺，面對這班來自五湖四海的籃壇精英，奧巴馬讚賞他

們即使已非廿來歲年輕小伙子，仍有足夠力量擊敗對手。更

重要的是，要身為公牛粉絲的奧巴馬去表揚並非公牛的隊

伍，箇中感覺簡直是難以言喻。

奧巴馬讚馬刺奧巴馬讚馬刺
老而彌堅老而彌堅

「聯合國」奪冠難能可貴

騎士
球星勒邦
占士在傷
停 2周後，
周一已重新參
與球隊操練，他
指有機會在周二作客
太陽的比賽重新披甲。
為讓有傷的左膝得到足夠
休息，「大帝」已2周沒為
騎士出賽，沒有他領軍下，球
隊錄得1勝7負的欠佳成績，以
19勝19負居於東岸第6。
占士坦言，他沒上場對自己固然非

壞，「但對球隊顯然不是。」並希望了解
周二的治療情況，再決定會否上場。此外，
占士亦趁倦勤時走去觀看美式足球賽事。占士
的騎士戰衣經調查後亦是全
聯盟中最暢銷，他已是連續
5年登頂，看來「占迷」沒
因他離開熱火而另覓偶像。
另一方面，灰熊、塞爾特

人和鵜鶘昨日宣布達成三方
交易協議，灰熊送走2人後
換來前鋒謝夫格連、後衛史
密夫和1個交易特例。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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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近2季在YFC澳滌
鮮有上陣機會的本
地球員劉卓軒，昨
晨正式加盟南華。
據知今次是澳滌讓
「軒仔」自由轉
會，他將「上山」
準備簽署個半球季合約，主要是為了解決南華
出戰亞協盃的本土球員兵力問題。

失正選兼增磅致態沉
劉卓軒坦言會為南華爭取勝利和成績，以回

報足主張廣勇知遇之恩，減肥爭取上陣機會是
「軒仔」的首要任務。22歲的劉卓軒3年前被
譽為香港中場策劃者未來之星，可是未能在新
人輩出的環境下彈出，他覺得自己在深水埗時
最「弗」，但進攻型踢法總給外援搶去正選位
置，加上增磅不少，令其信心一沉不起。
「軒仔」認為自己「上山」，壓力是有的，但只會
視為推動力，不過他捨棄10號戰衣改穿20號，也
反映出不無壓力存在，他希望在南華完善的體能
訓練下再有進步空間。南華總教練馬里奧指「軒
仔」會是外援伊達的後備角色，一如新前鋒艾華
和另一外援伊雲一樣，隊中要有良性競爭。另外，
南華昨獲飛馬外借巴西中場金寶，今日起將加入
球隊操練行列。至於飛馬昨日亦在Facebook宣布
與外援雲迪奴域提早解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亞運馬術代
表梁巧羚下月將參加「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中
的「馬術大師賽室內大滿貫賽事」，藉此備戰明年
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里奧）的亞洲區外圍賽。
梁巧羚認為香港馬術隊今屆贏得「里奧」入場券

的機會是有的，因只和日本、澳洲和新西蘭等對手
競爭，和上屆要與歐洲隊伍爭奪參賽資格，難度減
低不少。事實上，港隊在今年的奧運外圍賽會以日
本和澳洲為主要勁敵，港隊目前成員已在亞運、東
亞運、全運會等大賽一起作賽，合作無間。
至於令本港馬迷感興趣的是，其中一項比賽會由

本港4名賽馬騎師參加跳欄賽，分別是上屆冠軍潘
頓、愛爾蘭名將郭林、香港「馬壇神童」蔡明紹和
目前騎師榜榜首莫雷拉，梁巧羚希望能擔任蔡明紹
是次表演賽的教練，因為蔡母是她的英文老師，兩
人甚有淵源。

梁巧羚藉大師賽備戰「里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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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彭帥悉尼賽次圈出局

前日在悉尼國際賽擊
敗俄羅斯球手柏夫里約
真高娃的中國網壇女將
彭帥，昨日被基維杜娃
以直落2盤6:1、7:5淘汰
出局。和她一樣早早出
局的還有大會3號種子波
蘭名將拉雲絲卡，拉雲
絲卡被西班牙代表蒙奎
露扎以3:6、7:6及6:2反
勝。東道主球手施托瑟
則以6:7及 2:6不敵捷克
球手斯特里科娃。另
外，羅馬尼亞女將夏莉
普因患腸胃炎而被迫退
出。 ■記者 鄺御龍

泰利睇波
■桌球大師賽昨日有個特別身
影，那便是英超球隊車路士的隊
長泰利。原來愛打「士碌架」的
泰利是來捧好友澳洲球手羅拔臣
場，最終羅拔臣順利晉級。

網上圖片

■劉卓軒（右）昨日正式加盟南華。潘志南攝

■■奧巴馬奧巴馬（（右右））跟馬刺球星贊跟馬刺球星贊
奴比利奴比利（（左左））和柏加和柏加（（中中））一一
起拿着球衣合照起拿着球衣合照。。 路透社路透社

■■去年去年66月中月中，，馬馬
刺擊敗熱火勇奪總刺擊敗熱火勇奪總
冠軍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奧巴馬按傳統接見馬刺奧巴馬按傳統接見馬刺，，祝賀他們贏得去年總冠軍祝賀他們贏得去年總冠軍。。美聯社美聯社

■■火箭侯活火箭侯活（（紅紅
衫衫））在力逼下上在力逼下上
籃籃。。 美聯社美聯社

■■有傷在身的占士有傷在身的占士（（右右））
去觀賞美式足球賽去觀賞美式足球賽。。

■■陳肇麒不想在沒保障下參陳肇麒不想在沒保障下參
與港隊賽事與港隊賽事。。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彭帥次圈出局彭帥次圈出局。。美聯社美聯社
■■梁巧羚下月將參加香港馬梁巧羚下月將參加香港馬
術大師賽術大師賽。。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