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壇連線
李慧詩爭先賽遇挫折
昨日參戰「2015-16
場地世界盃賽新西
蘭」的香港單車女將
李慧詩，於女子爭先
賽嘗到失利。於200
米計時賽，李慧詩只
以10秒987獲得不算
太出色的第8名，儘
管在首輸賽事淘汰墨
西哥選手謝茜嘉，但
當躋身12強後李慧詩即被國家隊勁敵鍾天使
擊敗，需從「敗者復活戰」中拚搏。最終李
慧詩於「復活戰」未能取得小組首名，無法
晉身最後8強。李慧詩今日仍有機會在凱琳

賽爭取好表現。

何詩蓓鄭莉梅奧運達標
香港女子游泳選手何詩蓓和鄭莉梅，前晚於

美國參加美國冬季全國游泳賽締造出不俗成
績，達至「奧運A標」，容許她們在明年里約
熱內盧奧運代表香港挑戰列強。目前就讀於密
茲根大學的何詩蓓，跟鄭莉梅齊齊在200米自
由泳分別游出1分58秒48及1分58秒77，符
合明年里約奧運的參賽資格，前者更刷新香港
新紀錄。

何鈞傑蘇慧音闖4強
香港乒乓混雙拍檔何鈞傑與蘇慧音，前日在

法國旺代展開的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獲得4
強資格，穩奪獎牌。跟關文皓/麥子詠一同躋身
混雙16強的何鈞傑/蘇慧音，先後以總局數3:0
及3:1擊敗比利時對手和國家隊的劉丁碩/王藝
迪，將與另外三個中國組合爭奪冠軍。至於
「關麥組合」則是16強止步。

胡兆康沙特打出滿分
早前於賭城捧走保齡球世界盃的港將胡兆

康，前日在沙特阿拉伯公開賽繼續有高水準演
出，他在第9局打出1局300分的滿分成績，
完美無瑕。目前胡兆康在總成績以平均222.83
分暫排第2位，落後居首的印尼選手0.67分。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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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藍馬及法圖斯一對正選中
堅缺陣的東方，今仗以全新

組合出戰，中堅位置由羅拔圖與黃
志聰鎮守中路，而前線罕有地用上
鄭少偉出任正選，而有梁諾恆停賽
的飛馬則起用馮慶燁取而代之。
昨日的雨勢明顯對兩隊進攻組織
有不少影響，早段戰況膠着以中場
混戰居多，不過東方於12分鐘一
記神來之筆成功打破僵局，勞高乘
飛馬門將基斯贊站位太出中場笠射
得手成1:0。急起直追的飛馬其後
搶回不少攻勢，換邊後黃俊皓勁射
中柱以及阿杜域的遠射均極具威
脅。扳平不成飛馬更被東方反擊偷
襲得手，李康廉搏得12碼，由巴
域斯主射中鵠，為東方拉開比數至
2:0。之後飛馬雖然換入黃威希望
加強攻勢，可惜收效不大，最終東
方以2:0擊敗香港飛馬，取得聯賽
盃首勝，於B組與標準流浪及飛馬
一樣同積三分。

東方今仗起用全新中堅組合，主
帥楊正光坦言正在物色新中堅當
中：「基藍馬已鐵定離隊，法圖斯
是有傷在身，我們需要再找一個比
較高大的中堅，幸好羅拔圖及黃志
聰等球員今仗正選即有表現，我們
可以慢慢找尋合適人選。」

傑志南華爭A組榜首之位
聯賽盃本周戲碼份量十足，繼昨

日「東飛大戰」後，今午再有南華
對傑志，爭取聯賽盃A組榜首之
位，雙方今季曾於社區盃交手，當
時南華以2:0力克傑志，今仗兩個
死敵再度相遇定必拚盡全力，上仗
意外敗於夢想駿其腳下的傑志，希
望在南華身上一洗頹風，主帥
加西亞坦言上仗表現未如
理想，經一周調整後
狀態已有改善，而且
對南華是本地球圈大
戰，球員鬥志無容置

疑，而南華今季表現平穩，艾華的
高速反擊對強隊有更多空間發揮，
傑志要一雪前恥必須嚴加防範。另
外在5時30分，元朗則於青衣運動
場硬撼標準流浪，上演聯賽盃B組
賽事。

「這百分百是我的最後一
次！」游泳壇星將菲比斯近日宣
佈，2016年里約奧運會(里奧)將
是他個人的最後一屆奧運會，之
後將會退役。類似的事情也曾經
發生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前，但
2014年4月他食言了。「我選擇
復出是因為這很不同。」菲比斯
當時說，「現在有這麼多年輕人
與我比賽，這讓我對擊敗他們每
個人都充滿了渴望。」
明年6月，菲比斯將年滿 31

歲。儘管之前在退役問題上有過
一次出爾反爾，但里約奧運會很
可能真是他個人的最後一屆奧運
會了。因為除了年齡和競技狀態
外，今年11月，他曾通過個人社
交媒體宣佈，他的女友、前加州
小姐妮高莊遜已經懷孕12周，而
且腹中是個男孩兒。這意味菲比
斯將在明年6月左右當爹。此外
他還宣佈，他將在里約奧運會後
與妮高莊遜結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雖然失掉第4節最多13分的領
先，但鵜鶘昨日在NBA常規賽
中，撐過勒邦占士的反擊，經過加
時後在主場以114:108擊敗騎士，
終止最近的4連敗，讓騎士吞下2
連敗。
鵜鶘在第4節剩下6分半鐘時還
領先13分，但勒邦占士第4節單節
射入23分，差點以一己之力為騎
士拿下勝利，鵜鶘靠賀列迪在第4
節剩下8秒時射入三分球，才驚險
逼出加時。進入加時賽前3次出手
安東尼戴維斯都命中，為鵜鶘取得
領先，騎士加時7次出手則只入1
球僅得3分，最終鵜鶘還是辛苦守
住這場比賽的勝利。

「這展現出當我們打出應有的表
現時，我們能擊敗任何球隊。」安
東尼戴維斯賽後說：「我們要做的
只是在對上馬刺或克利夫蘭以外的
球隊也能再有這樣的表現。我們必
須要確保自己每場比賽都有高水準
表現。」安東尼戴維斯今仗為鵜鶘
攻得31分及14個籃板。
騎士勒邦占士攻下全場最高27

分，外加7個籃板及次8助攻，但
還是無法幫助球隊贏球。勒邦占士
賽後說：「今仗我們打了場相當不
錯的比賽，但第3節有些時候沒守
好，沒有 48分鐘都維持同樣表
現，而且如果有人出問題，全隊就
會因此倒下。」

紐約人贏同城之爭
夏頓率火箭兩連勝

同日NBA其他焦點賽事戰果方
面，紐約人以108:91大勝網隊贏得
同城之爭；夏頓砍下準三雙，拿下
25分、8個籃板、9次助攻，助火
箭客場以100:96險勝小牛收穫兩連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香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灰熊 對 太陽
●網隊 對 勇士
活塞 對 湖人
巫師 對 小牛
○雷霆 對 帝王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紐約人 108:91 網隊
巫師 109:106 太陽
活塞 102:95 公鹿
鷹隊 100:87 湖人
小牛 96:100 火箭
鵜鶘 114:108 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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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12月份意味着2015年即將過去！在即將到來的是
2016奧運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將於8月份舉行，對於
此届奧運會的展望，不少體壇人士都不看好，主要是有關里

約熱內盧奧運會的負面新聞較多，只能期望在這餘下的幾個月
內，籌備工作有頗理想的進展。
談到明年的奧運會，我們最關心的當然是香港運動員的表現，

屆時香港隊有否獎牌進帳？現在來預測實在言之尚早，但我們先
回看他們在今年各項國際賽事中都有所表現，有些更是成績突
出，香港體壇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走勢十分可喜。
簡單地回顧一下今年部分項目和運動員的表現，將使我們對香

港體壇的現況更有掌握，儘管有些不是奧運項目，例如保齡球的
胡兆康成為首位獲得世界盃冠軍的香港保齡球選手；香港拳擊好
手曹星如18連勝；羽毛球隊常有佳作，在多場賽事中取得好成
績，伍家朗亦曾在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中奮戰擊敗林丹；香港
單車隊李慧詩在多項國際賽事中走勢凌厲；游泳亦有突破，泳手
何詩蓓於8月份已取得了明年的里約奧運資格；還有香港足球代
表隊在世界盃外圍賽中有突出表現，讓香港足球露出再現生機的
好景象。
在奧運年的前一年，香港運動員有這些成績足讓我們高興，有

資格參加明年奧運的運動員如何保持狀態至奧運時才達致最高
峰，則要考教練們的「功夫」了。在2016年到來前，可以預覽即
將在香港舉行的奧運資格賽包括明年1月的世界盃場地單車賽、
渣打香港馬拉松、4月奧運乒乓球亞洲區外圍賽、5月香港田徑錦
標賽、6月城市田徑錦標賽。在里約奧運前，香港體壇烽煙四
起，又是香港運動員表演的機會了。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巨人殺手」夢想
駿其持續神勇，昨日的聯賽盃A組輕取灝天黃大仙
以2:0奪小組首捷。
成為職業球員的第7場賽事，黎洛賢這名身材奀瘦
的夢想駿其翼鋒，終於取得他職業生涯第一個入
球。入球出現是上半場27分鐘，隊友大腳吊前，首
次為黃大仙上陣的余沛康失位，給花名「BB」的黎
洛賢順勢射入。
領先半場的駿其因獲得「罪人」余沛康「多手」再

取得入球，下半場18分鐘他在禁區無球下向駿其後備
上陣的呂偉超起肘，後者倒地旁證搖旗，球證陳銘肇
吹停賽事，先給余沛康紅牌逐出場，判駿其獲12碼極
刑，由基奧主射應聲入網，最終駿其就以2:0贏波。
黎洛賢賽後對這個入球終於來到坦言等了很久，

「本以為之前對元朗一仗可以有波入，但卻未出
現，往後都有傷
患困擾未能踢足
全場，即使在場
上亦欠感覺，幸
上 場 已 有 球
感。」黃大仙教
練梁志榮賽後認
為判給駿其那球
12碼，犯規地點
可能在禁區外，
但球證亦會有犯
錯的時候。

駿
其
滅
黃
大
仙
奪

駿
其
滅
黃
大
仙
奪
首
捷
首
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東方斬

「馬」，聯賽盃首勝！

昨日於將軍澳運動場舉

行的聯賽盃B組矚目大

戰，東方在大雨中以2:

0擊敗香港飛馬打開聯

賽盃勝利之門；而今午

2時30分將軍澳運動場

繼續有好戲上演，南華

及傑志將狹路相逢爭取

聯賽盃A組榜首之位。

聯賽盃B組矚目大戰

東方斬東方斬馬馬
開勝門開勝門

南華簽前澳洲國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近日來港試腳

的前澳洲國腳賴恩格菲斯(左2)，經過幾天隨隊
訓練，港超球隊南華教練團觀察後，認為合球隊
所需已簽署一紙季半的合約，並將以亞援身份，
為南華出戰明年亞協盃。

■■李慧詩在比李慧詩在比
賽中賽中。。 法新社法新社

■■巴域斯巴域斯((右右))與對與對
手爭頂手爭頂。。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東方眾將慶祝贏波東方眾將慶祝贏波。。東方圖片東方圖片

■■南華南華((前前))鬥傑志爆發大戰鬥傑志爆發大戰。。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駿其前鋒黎洛賢駿其前鋒黎洛賢((左左))今今
仗攻入一球仗攻入一球。。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菲比斯決定退役菲比斯決定退役。。法新社法新社

■■勒邦占士勒邦占士((左左22))被對手夾擊被對手夾擊。。美聯社美聯社
■■勒邦占士未能率勒邦占士未能率
騎士贏波騎士贏波。。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