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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着今場大捷，今屆港超聯即呈現Big 4亂
局，南華現增至19分和飛馬同分，僅在得失

球稍輸蝕下居於第3位，令聯賽爭標形勢更添變
數。南華足主張廣勇表示，「少林寺」的爭標機會
剛露出一線曙光。昨役共有3,499名球迷捧場。

雙方皆派殘陣上場
南華中場謝家強於陣前熱身後受傷，因而退居

後備，加上保贊停賽及郭建邦被「雪」，令球隊
只能以殘陣迎戰飛馬。但其實飛馬亦好不了很
多，鞠盈智需當後備，陳柏恒更以文裝到場。
上半場開賽僅8分鐘，南華首次攻門便奏

效，中村祐人於12碼點迎接羅港威左路傳中
球，以頭槌頂中皮球飛向網角領先1:0。但開心

了只有1分鐘，南華的陳
肇均回傳卻似射門，
門將摩拉要忙亂中
拍出，令飛馬葉子
俊「執雞」頂入
火速追平1:1。之
後飛馬前場沈國強
兩度起腳，不是高
出就是柱邊出界，錯

失反先機會。

久攻不下的飛馬臨完上半場即再次失球，陳
肇均把握飛馬的鄧景煌頭槌解圍不遠，在41分
鐘以禁區邊勁射掛網為南華再度領先2:1。2分
鐘後鄧景煌竟重複犯錯，頭槌頂回門前要門將
泰臣慌忙拍出，伏兵門前的中村祐人怒射破
網，把3:1的比數帶回更衣室。

「陳七」艾華顯默契
下半場飛馬先後調動立陶宛射手杜基、羅
馬尼亞前鋒禾尼亞和「本地薑」中場陳文輝
上陣，卻未能扭轉形勢，反被南華取回主
動。21分鐘陳肇麒和外援艾華充分展示在日
之泉時的默契，艾華右路傳中予「陳七」入
楔前柱，順利挑球入網成4:1，飛馬隨即大勢
已去。儘管完場前摩拉輕出打手槌失位，給
禾尼亞射空門追近成4:2，但為時已晚。
賽後張廣勇大讚球員踢出南華的拚搏精

神，認為經此役之後成績可一帆風順，令本
已失去染指超聯的機會重現曙光。至於新外
援麥比連上陣不足10分鐘，他夥拍迪天奴和
伊雲的攻擊線尚未見真章。

NBA常規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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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者 103:96 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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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南華大勝飛馬全
取3分，不單幫上周五28歲生日的中村祐人慶生，
更讓來港個多月未「開齋」的教練馬里奧吐一口烏
氣。目前南華以5勝4和1負積19分，和飛馬同分
居第3位，而榜首東方形勢較佳在於目前是7勝1和
1負，較多踢1場的飛馬還少輸2仗，在3隊中最為
有利。反觀現排第4的傑志因即將參戰亞冠盃，又
得兼顧本土聯賽，結果連場失分，士氣步入低谷。

南華在亞協盃沒把中村祐人和艾華列入出賽名
單，兩人昨役表現出其實力，馬里奧亦有同感，
他稱亞協盃只限3名外援加1名亞援，取捨下確
有點可惜，但相信陳肇麒和羅港威可取代艾華的
翼鋒位置。至於「陳七」陳肇麒，則認為昨役可
令球隊返回正軌，預計今後會愈踢愈順。輸波的
飛馬教練列卡度無疑慘吃一記悶棍，他認為南華
和飛馬皆有爭標機會。

前四位鬥餐死前四位鬥餐死 傑志傑志最危最危

中村祐人入兩粒慶牛一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潘志南潘志南））昨日港超聯於旺角大球場上昨日港超聯於旺角大球場上

演太陽飛馬對南華的超級大戰演太陽飛馬對南華的超級大戰，，本來飛馬被稍看高一線本來飛馬被稍看高一線，，但殘但殘

陣出擊的陣出擊的「「少林寺少林寺」」竟踢出意外戰果竟踢出意外戰果，，以以 44::22 爆冷大勝爆冷大勝，，其中其中

日本外援中村祐人更梅開二度日本外援中村祐人更梅開二度，，作為上周五牛一的他的禮物作為上周五牛一的他的禮物。。

南華南華 飛馬飛馬

球場內外
◆目前為飛馬和南華「揀蟀」的
前球員巴古沙，昨午第2度入
場觀戰，因兩隊有多名前南斯
拉夫巴爾幹半島外援為他經
手。巴古沙對飛馬輸波表示意
外，並稱感到「無癮」。

◆陳肇麒和陳肇均因姓名相似，南
華隊友均稱他倆是兄弟幫，昨日
二人均有入球並互相祝賀。「陳
氏兄弟」期待在南華有更好表
現，以及繼續入球。

◆東方射手基奧雲尼對事業認
真，昨晨隨隊參加渣打馬拉
松，下午再入場觀看「南飛」
大戰。基奧雲尼和教練高尼路
不用45分鐘已完成10公里賽
程，反觀球會總監歐偉倫就需
要個半鐘。

■記者 潘志南

爭標重現曙光爭標重現曙光

周六有5場NBA比賽，很難得是主隊全
能勝出，讓捧場客可高興離場。其中拓荒
者在主將艾德列治協助下，以103:96擊敗
來訪的巫師，中止2連敗，但原來他是忍
着傷痛作賽，更為了球隊而延後做手術的
時間，隊友和球迷無不感動。
艾德列治的拇指韌帶早前撕裂，不得

不施手術治理，預計無法參戰 6 至 8
周，他此前亦已缺陣2場。到比賽開始
前數小時，隊方突然宣布這位前鋒回
歸，令人意外，即使是負傷上陣，艾德
列治仍有出色演出，取得全場最高的26
分及9個籃板，跟巫師控衛禾爾的25分
和9次助攻平分秋色。
至於另一場灰熊主場對76 人，主隊
以 101:83 勝出，拿下近 7 場中的第 6
勝，其中灰熊前鋒蘭度夫拿下17分及
14個籃板的「雙雙」，加上隊友格連
拿下全場最高的18分，二人合力挫敗
全隊命中率僅得 38%的 76人。今場亦
是蘭度夫連續第8場取得「雙雙」。

小牛班主籲取消投票
另一方面，小牛班主古班聲稱NBA明星
賽應取消球迷投票一環，因榮膺今年票王
的勇士後衛史堤芬居里獲得1,513,324票，
他認為如此票數實在令人「尷尬」。古班
說：「以如此少數（的人）去考慮各個不
同項目，這實在近乎是尷尬。可解釋成僅
得0.01%的球迷關心投票，而且每人只可
投1票，若計算成全球則是0.00001%，這
顯出無人理會。」 ■記者 鄺御龍

拓荒者連敗告終 艾德列治押後做手術

經過各自的120分鐘激戰後，韓國和伊
拉克今日於4強碰頭，重演2007年雙方的
亞洲盃4強對決（now671台今日5:00p.m.
直播）。當年雙方在120分鐘後仍互交白
卷，互射12碼時伊拉克勝出晉身決賽，
並最終奪得首座亞洲盃，漸入佳境的「太
極虎」當然不欲歷史重演。
目前伊拉克陣中，仍有當年決賽獻出絕殺
的尤尼斯，上仗擊敗伊朗他亦扮演重要角
色，包括在加時階段射成2:1的「士哥」和
互射12碼時能一射中鵠。至於希望一掃55
年亞洲冠軍荒的韓國，他們今屆的表現可謂

「低開高走」，小組賽雖3戰全勝，但鬥阿
曼和科威特時的戰情並不輕鬆，還有上場要
靠前鋒孫興民在加時梅開二度，方能擊敗烏
茲別克斯坦出線。在李青龍、具滋哲等前場
好手相繼受傷後，孫興民發揮如何將決定
「太極虎」的命運。
儘管兩隊上場均踢足120分鐘，伊拉克應
比韓國消耗更多體力，而且韓國休息還多1
日，體力回復上較有利。另外，伊拉克的球
員平均年齡只有23.5歲，注意力不集中為最
大弱點，上仗兩度領先都被追和就是佐證。

■綜合外電

■■在亞運表現神在亞運表現神
勇 的 陳 肇 均勇 的 陳 肇 均
（（右右），），昨日以昨日以
右腳射破飛馬大右腳射破飛馬大
門門，，為南華取為南華取
勝勝。。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中村祐人中村祐人（（左二左二））昨連中兩昨連中兩
元元，，是今仗功臣是今仗功臣。。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英國桌球手特
魯姆普近日接受
BBC訪問，他提
到若能拿下奧運
金牌，那將會是
超越世錦賽冠軍
的成就。
不久前，世界

桌聯和世界桌球
運動聯盟宣布會
爭取把桌球加入到2020年東京奧運，特魯姆普對此
表示：「如在我有生之年能參加並奪金的話，我覺得
這比贏下世錦賽還棒。」
特魯姆普在職業生涯中贏過合共4次排名賽冠軍，還

有另外4次能躋身決賽，不過他有感參加奧運會是很特
別的成就：「我以往沒想過可參加奧運，尤其這比賽每
4年才舉辦一次。每人都會努力奮鬥，因這裡充滿激
情，舉辦得太密就沒有那種感覺了。」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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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虎」靠孫興民 爭入亞洲盃決賽

■標準流浪昨日憑雅高和卓耀國（黃衫）的入球，在
主場以2:0戰勝元朗，然而比賽出現判決風波。元朗前
鋒連拿度於下半場14分鐘射門，皮球疑似未過白界，
但球證陸健業示意入球，經流浪球員投訴後才改判入
球不成立。元朗球員及後不滿並包圍球證，擾攘10多
分鐘才重新展開比賽，最終這令補時長達前所未見的
20分鐘。 記者潘志南

超長補時超長補時

特魯姆普渴求奪金

■■艾德列治艾德列治（（白衫白衫））
負傷上陣仍能幫拓荒負傷上陣仍能幫拓荒
者勝出者勝出。。 美聯社美聯社

■灰熊主將之一蘭度夫（右）被對
手緊纏。 美聯社

■■前鋒孫興民是韓國前鋒孫興民是韓國
能否躋身亞洲盃決賽能否躋身亞洲盃決賽
的關鍵之一的關鍵之一。。 法新社法新社

■塞爾維亞網球手
祖高域，平時在球
場上威風八面，原
來他在比賽以外不
單是個好爸爸，也
有點音樂造詣。所
指是這名世界「1
哥」昨日趁毋須比
賽，到墨爾本出席
商業活動，他拿起
電結他投入演出，
十足搖滾巨星，難
道祖高域也會為太
座彈奏情歌，討其
歡喜？

路透社

搖滾巨星搖滾巨星

■特魯姆普認為奧運金牌比世錦賽
冠軍還重要。 網上圖片

■今場是馬
里奧的代表作。

潘志南攝

■「陳氏兄弟」陳肇麒（左）和陳
肇均昨日均有入波。 潘志南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