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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奧昨晨與張廣勇傾談提前
離隊一事，未有現身球隊晨

操，其後才在副領隊高志超陪同
下現身球場與球員說再見。馬里
奧透過翻譯向記者說：「我昨晚
(周日晚上)收到馬來西亞的電話，
覺得是不錯的機會，不希望就此
錯過，故與足主張廣勇商討，感
謝對方給我機會認識亞洲足球及
讓我提早解約。」
季中走馬上任的馬里奧，周日
在足總盃4強落敗後，曾透露因
掛念家人，故希望可在球季結束
後離隊，豈料同日晚上馬來西亞
傳媒即爆料指這名阿根廷教頭在
本周五會轉教柔佛DT，原教練因
球隊成績欠佳已被炒魷。據稱張
廣勇早前決定於5月底不會與馬
里奧續約，但中途殺出柔佛DT
搶人。柔佛DT在今屆亞協盃恰
巧與本地另一支代表傑志同組，
並以9分高踞小組榜首，晉級16
強機會甚高。
南華隊長陳偉豪表示一季內兩

度易帥已非首次，由於球隊尚要
出戰亞協盃附加賽及亞協盃16
強，如今馬里奧突然離隊，總會
有所影響。今季南華「四大皆
空」，陳偉豪承認失望，但不能
全由馬里奧負上責任，始終班底
不是其全權物色，當時臨時上
馬，球隊已失分、失勢。陳肇鈞
認為馬里奧敢於用人，自己就是
得到信任，有機會在亞協盃獲派
上場。

會方發聲明感謝貢獻
南華昨日下午發表聲明宣布馬

里奧在本周四離任的消息，並感
謝對方在任期間為球隊作出的貢
獻，特別是在亞協盃帶領南華4
戰全勝，提早以小組首名晉身16
強，祝願馬里奧在未來有更好發
展。
南華今日會為馬里奧舉行歡送

派對，在明晚對環球FC的亞協盃
小組賽結束後，這名南美教練周
四便會離港。

騎士與巫師在東岸首圈季後賽雙
雙橫掃對手晉級，前者周日作客以
101:93擊敗塞爾特人(綠軍)，可是
「三巨頭」成員路夫被侵犯致左肩
甩臼，或要缺陣2周；而巫師則在
主場以125:94勇擒速龍，史上首次
在7場4勝制完勝對手。
騎士「大帝」勒邦占士是役摘得

27分和10個籃板球，艾榮則貢獻
24分和11個籃板球，雙雙帶領球隊
自2009年後再次嚐得橫掃對手的滋
味，不幸的是騎士要為此付上沉重
代價，路夫在首節尚餘5分22秒
時，被綠軍的奧利尼克侵犯，導致
左肩甩臼，被迫提早退下火線，據
稱路夫或需要缺陣2周，賽後路夫
怒斥對手的犯規是非職業的表現。
路夫說：「我認為這是低水平的

犯規，非職業比賽應該出現。奧利
尼克處在不利位置，他沒有機會得
球，這個距離試圖讓對手離開比
賽，這太不好。」綠軍主教練史提
芬斯為奧利尼克辯護，認為該名中
鋒無意傷害路夫。騎士下輪的對手
將是公牛或公鹿的勝方。
同日的另一場東岸賽事，5號種
子巫師憑藉7名球員得分達雙位
數，其中後衛比奧拿下全場最高的
23分，最終以125:94大炒速龍，連
贏 4場，連續 2季順利晉級準決
賽。巫師在此前的34個賽季，只曾
兩度突破季後賽首圈，今次能首次
橫掃對手出線，主帥韋特文賽後表
示為球隊的表現感到驕傲。巫師下
輪的對手將是鷹隊或網隊的勝方。

快艇挫馬刺追平場數
西岸方面，快艇後衛基斯保羅轟

進34分，領軍作客以114:105力挫
衛冕總冠軍馬刺，總場數追成2:2
平手；另外，小牛在主場成功絕地
反擊，2名後備巴里亞與阿美奴代
替傷兵朗度和柏臣斯，首次在季後
賽獲得正選機會即有好表現，前者
交出17分和13次助攻，阿美奴則
貢獻16分和14個籃板球，最終以
121:109擊落火箭「保命」，總場
數追至落後1: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騎士 巫師橫掃晉級日本男網球手錦織圭周日在巴塞羅那公
開賽決賽，以直落2盤6:4擊敗西班牙球
手安杜哈爾，成功衛冕，收穫個人今季第
2個冠軍，職業生涯累積9個冠軍，超越
日本女子名將伊達公子，成為奪得最多單
打冠軍的日本球手。
錦織圭賽後表示：「我終於再拿到冠

軍，但本周比賽剛開始時，我覺得每場比
賽都特別困難，因為我的對手大都是東道
主的西班牙球手，他們非常強大，能夠成
功衛冕，我非常高興。」

卻芭贏走保時捷跑車
女子方面，德國球手卻芭周日在斯圖加
特舉行的保時捷大獎賽決賽，在先失首盤
3:6的劣勢下，其後發力連贏2盤6:1和7:
5，反勝「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連贏
第2項賽事冠軍，以及贏得一架保時捷跑
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錦
織
圭

錦
織
圭
巴
塞
羅
那

巴
塞
羅
那
成
功
衛
冕

成
功
衛
冕

「車神」米高舒麥加
的16歲囝囝米克周日
在F4新賽季德國站第3
輪比賽獲勝，首次贏得
冠軍，初征F4生涯便
取得完美開局。
米克舒麥加在首兩輪

比賽分別以第9名和第
12名完成，不過這名
「車神之後」在第3輪
以第2位起步，在18個圈比賽沒有任何犯錯，最
終與荷蘭車隊的18歲澳洲隊友馬遜包辦冠、亞
軍，搶盡風頭，讓米克可初嚐在頒獎台最高位置
大噴勝利香檳的滋味。
米克賽後興奮地說：「我真的超興奮，我首周

的比賽不能有更好的結局，我正期待着下一站比
賽。」F4第2站賽事將於6月中移師奧地利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舒麥加囝囝F4開齋

NBANBA季後賽周二賽程季後賽周二賽程
((本港時間周三開賽本港時間周三開賽))

西岸(首圈)
○○((22))火箭火箭 對對 ((77))小牛小牛

火箭總場數領先火箭總場數領先33::11
((33))快艇快艇 對對 ((66))馬刺馬刺

兩隊總場數賽和兩隊總場數賽和22::22

NBA季後賽周日賽果
東岸(首圈)

(5)巫師 125:94 (4)速龍
巫師總場數勝4:0晉級

(7)塞爾特人 93:101 (2)騎士
騎士總場數勝4:0晉級

西岸(首圈)
(6)馬刺 105:114 (3)快艇
(7)小牛 121:109 (2)火箭
○now678台周三8: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 )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前者主場

亞洲足協盃F組形勢
排名 球隊 賽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柔佛DT (馬來西亞) 4 3 0 1 7 3 4 9
2 傑志 4 2 1 1 6 3 3 7
3 東賓高(印度) 4 1 1 2 6 7 -1 4
4 馬里士他卡沙 (新加坡) 4 1 0 3 2 8 -6 3

昨獲提前解約 周五大馬履新

南華主帥南華主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南華的阿根廷籍主教練馬

里奧昨晨證實提前離隊，明天帶領球隊踢罷主場對菲律賓

環球FC的亞協盃小組賽後，即跳槽加盟馬來西亞超聯球

隊柔佛DT，預料足主張廣勇明天會公布由列卡度臨時接

掌南華帥印，出戰賽季餘下的賽事。

永倫復仇南華 周四終極對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新鮮出爐
的聯賽盃冠軍傑志今晚在亞協盃F組作客
新加坡球隊馬里士他卡沙，為免夜長夢
多，確保出線，今仗面對小組包尾的球
隊，絕不敢掉以輕心，誓要全取3分。
(now670台今日7:25p.m.直播)
目前在F組以7分暫列次席的傑志，落
後榜首的柔佛2分，教練摩連拿及隊長盧
均宜昨日在賽前記者會上同時表明，球
隊仍以首名出線為目標，故首要條件是
在餘下2場分組賽全取6分，再寄望柔佛
失分。

目標全勝餘下2仗
摩連拿強調在亞協盃會全力出擊：

「首先我們要做好本分，贏出最後2場分
組賽，再看看柔佛有無機會失分。馬里
士他卡沙曾在主場對柔佛時表現可人，
只是力拚惜敗，故不能輕視對手，不能
有輕敵的心態。」摩連拿續指出，在香
港都有利用人造草場訓練，球速比較
快，對傑志有利。由於在日前的足總盃4
強，一眾主力踢足120分鐘，故個別副選

球員將集中應付今場比賽，相信疲兵問
題不大。
盧均宜坦言有信心贏波而回：「始終

我們在這個球場踢過幾次，大約了解特
性，加上場地偏快，有利球隊組織攻
勢，相信有力贏波而回。」林嘉緯也表
示傑志多次作客新加坡，累積了很多經
驗，球場也踢過多次，對球場環境及作
客的情況熟悉，雖然不是優勢，但至少
減少作客帶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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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熱內盧殘運會周日進入500天倒計時，包
括殘疾人士在內的約200人組成「快閃族」，湧
向科帕卡巴納海灘進行「快閃」，大跳森巴、現
代舞和街舞等，引來大批途人圍觀。 ■新華社

快閃倒數快閃倒數

認跳槽柔佛認跳槽柔佛

■■路夫因左肩甩臼提路夫因左肩甩臼提
早離場早離場。。 路透社路透社

■米克在第3輪比賽首名
衝線。 路透社

■■馬里奧馬里奧((左左))與陳偉豪說再見與陳偉豪說再見。。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摩連拿(右2)與盧均宜(右)目標全勝餘
下2場小組賽。 傑志圖片

■■列卡度列卡度((中中))料帶領南華出戰餘下賽事料帶領南華出戰餘下賽事。。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馬里奧馬里奧((中中))落實離隊後一臉輕鬆落實離隊後一臉輕鬆。。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錦織圭贏得今季個人第錦織圭贏得今季個人第22冠冠。。法新社法新社

■■基斯保羅基斯保羅((左左))轟進轟進3434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永倫昨晚在灣仔
伊館舉行的高級組男子籃球銀牌決賽，以負方身份
成功復仇，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最終以97:80輕取
南華，雙方需要在周四晚上進行終極一戰，決出最
後冠軍。
永倫外援泰那與潘志豪昨日雙雙發威，前者頻頻

上籃得手，南華隊長惠龍兒未能阻止其得分，結果
上半場永倫以47:29領先，最後以17分之差大勝南
華一仗，報卻月初的一敗之仇，並力保衛冕銀牌冠
軍的機會。頭場方面，福建以70:59擊敗均安，奪得
女子高級組銀牌冠軍。

譚偉洋退役
另外，為南華効力12年的前隊長譚偉洋在甲一籃

球場度過17年職業生涯後，昨晚在銀牌決賽前獲球
隊舉行歡送儀式，南華副會長洪祖杭及盧潤森負責
主禮，南華班主洪游奕則送上刻上「功在南華、情
義兼備」的足一両重金牌賀其退役，現任隊長惠龍
兒則送上鮮花，全場2,820名球迷鼓掌歡送，場面令
人感動，令「阿洋」不免眼濕濕。
譚偉洋已轉任甲二組東方隊教練，他表示籃球生

涯最難忘是2008年在九龍舊伊利沙伯體育館聯賽季
後賽，以總場數3:2協助南華擊敗福建奪冠。
去年11月，阿洋任香港大學生代表隊教練，並在

亞洲大學生籃球賽擊敗韓國隊奪得季軍，取得教練
生涯的好開始，他希望未來用自己經驗指導後輩，
遺憾是自己多帶傷患上陣，但南華班主洪游奕對他
不離不棄，給予很多機會。

■■永倫外援泰那永倫外援泰那((右右))上籃遭南華隊長惠龍兒封上籃遭南華隊長惠龍兒封
阻阻。。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譚偉洋(前排右4)獲南華隆重歡送。 潘志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