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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小將反輸失落省港盃
領先兩球遭廣東隊大逆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昨日於廣州舉行的省港盃次回合賽

事，以年輕球員為骨幹的港隊，雖

然一度擁有領先2球的優勢，但最

終被廣東隊連下三城以4:3反勝，

最終兩回合合計，港隊以4:5不敵

廣東隊，未能阻止對方在省港盃三

連霸，為年輕欠經驗付上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郭正謙郭正謙））
港隊在今屆省港盃起用不少新面港隊在今屆省港盃起用不少新面
孔孔，，雖然最終無法染指錦標雖然最終無法染指錦標，，不過不過
仍有不少發現仍有不少發現，，除擔任隊長的陳俊除擔任隊長的陳俊
樂已證明自己有力接班外樂已證明自己有力接班外，，老將伊老將伊
達更踢出今季代表作達更踢出今季代表作，，兩回合演出兩回合演出
光芒四射光芒四射，，在離港往內地發展前在離港往內地發展前，，
以表現回報香港球迷以表現回報香港球迷。。
陳俊樂今仗表現比起首回合稍稍陳俊樂今仗表現比起首回合稍稍
回落回落，，不過他與伊達組成的中場中不過他與伊達組成的中場中

路仍然非常搶鏡路仍然非常搶鏡，，多次小組配合為多次小組配合為
球迷留下深刻印象球迷留下深刻印象。。港隊今場的最港隊今場的最
有價值球員有價值球員(MVP)(MVP)毫無疑問是即將毫無疑問是即將
離港轉投中甲的伊達離港轉投中甲的伊達，，這名老將不這名老將不
僅交出一入球兩助攻的亮眼成績僅交出一入球兩助攻的亮眼成績
表表，，多次回防迫搶及個人突破多次回防迫搶及個人突破，，更更
是港足今仗能夠與廣東隊打成均勢是港足今仗能夠與廣東隊打成均勢
的關鍵的關鍵。。

盼再為港足披甲盼再為港足披甲
即將離港的伊達表示對落敗感即將離港的伊達表示對落敗感

到可惜到可惜，，但希望球迷感到他披起但希望球迷感到他披起
港隊戰衣的自豪港隊戰衣的自豪：「：「今仗我們的今仗我們的
表現其實不錯表現其實不錯，，走動及進攻均做走動及進攻均做
得很好得很好，，只是經驗及準備上不及只是經驗及準備上不及
對手對手，，雖然無法在離隊前取勝很雖然無法在離隊前取勝很
遺憾遺憾，，不過我已經盡全力作賽不過我已經盡全力作賽，，
希望今後仍有機會為港隊効希望今後仍有機會為港隊効
命命。」。」

在2場得州作客之旅呆坐後備
席後，史提芬居里(咖喱仔)上周六
在金州主場復出，可是這名勇士
後衛上陣僅14分鐘，再次觸傷左
小腿，無奈退下火線，最終勇士
經加時賽後，以111:108險勝金
塊。
史提芬居里在第2節尚餘2分

54秒時，一次防守觸傷左小腿，
結果被迫提早退下火線，上陣14
分鐘貢獻5分、4次助攻和2次偷
球。咖喱仔賽後說：「我只是觸
傷舊患，所以我將會沒問題。當
受了傷並忍痛比賽，多數都會觸
傷舊患。」勇士會檢視咖喱仔的
傷勢，再決定周一會否讓他上陣
迎戰黃蜂。
勇士在首節曾一度以37:13大

幅領先金塊，可是客隊其後3節
完全收復失地，前鋒韋爾巴頓在
完場前0.09秒成功上籃，將比數
追成102:102平手，雙方需要戰
至加時賽。勇士後衛基利湯遜在
最後15.6秒上籃得分，最終協助
球隊以3分之差險勝，今季主場
16戰全勝，並將戰績改寫為31
勝2負。

鄧肯首次零得分

另外，馬刺主將鄧肯上周六在
對火箭的「得州打吡」中，19年
職業生涯、1,360場常規賽首次
零得分，然而馬刺仍以121:103
大勝火箭，主場錄得20連勝的不
敗成績。馬刺前鋒艾德列治、李
安納及中鋒迪奧得分均達到20分
或以上，加上後衛丹尼格連投進
6個3分球，貢獻18分，為馬刺
帶來一場大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佐治卡爾勝仗拍住禪師
帝王上周六憑藉卡臣斯拿下32分

和9個籃板球，主場以142:119大炒
太陽，為主教練佐治卡爾迎來NBA
執教生涯第1,155場勝仗，史上勝利
場數追平擁有11枚冠軍指環的「禪
師」菲爾積遜教練，並列第5位。現
年63歲的佐治卡爾在NBA領軍已27
個球季，至今共錄得1,155勝 795
負，賽後這名帝王主帥表示無意與積
遜教練比較，但會與家人慶祝這個新
里程碑。 ■記者蔡明亮

NBA名哨季後退役
在NBA「執法」39年的著名裁判

哥羅福日前表示，將在今季結束後退
役。哥羅福說：「該結束了，沒什麽
可遺憾的，我不會為了吹比賽而繼
續。」現年64歲的哥羅福今季因為
膝蓋手術沒有上場執法，計劃在今年
3月1日重返賽場，並希望能夠執法
季後賽。哥羅福自1977年開始在
NBA執法，主吹50場總決賽和313
場季後賽，是目前聯盟中執法場次最
多的裁判，並在2014年獲得金哨
獎。 ■新華社

西班牙男網球手拿度上周六
在阿布扎比表演賽決賽，以7:6
和6:3的盤數，擊敗加拿大球手
拉奧歷，第三度贏得賽事冠
軍，新年取得好開始。
拿度在今次賽事先後擊敗費
拿和拉奧歷兩大球手奪冠，狀
態甚佳，賽後拿度高興地表
示：「這種感覺棒極了，打出
水平擊敗2名世界最佳球手，這
是最好的方法去展開新賽季，
再次在阿布扎比奪冠，我感到
很高興。」
2016年新賽季正式展開，拿
度期望繼續進步，不會回望數
月前的表現。他續稱：「我一

直都希望進步，我不會去想3個
月或5個月之前所發生的事情，
我只會去想昨日的事去令今日
有進步，這是我的哲理。現在
我感覺良好，感到已準備好比
賽。」

澳洲賀文盃先拔頭籌
另外，國際隊際混合賽賀文

盃昨日展開，澳洲一對男女球
手基治奧斯和加維露娃在男
單、女單和混雙均擊敗德國隊
的施利夫及莉絲姬，最終以總
場數3:0完勝德國，本周三將挑
戰由梅利領軍的英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拿度阿布扎比表演賽封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明亮）2015年世

界青少年滑浪風帆錦標賽昨日在馬來西亞
浮羅交怡結束，港隊代表馬君正在RS:X板
女子組未能躋身三甲，只以第5名完成，而
何允輝在男子組則排名第10位。
風帆世青賽過去6日共進行13場比賽，

由於首數日風速達到18至22海里，2名港
隊代表在強風環境下表現一般，其後數日
風速減弱至6至12海里，馬君正與何允輝
竭力比賽，爭取更高排名，最終馬君正取
得女子組第5名，何允輝則取得男子組第10
名。

不滿最後一屆表現
今次是馬君正與何允輝最後一次參加風

帆世青賽(19歲以下)，賽後二人對今屆表現

感到不滿意，直言會從這次的失誤中學
習，為未來的成人組賽事更好地裝備自
己。

馬君正風帆世青賽列第5位

咖喱仔復出再傷
勇士加時碎「金」

港隊今仗正選作出不少改動，防線以梁冠
聰代替受傷的梁諾恆，右閘起用黃俊皓

擔任正選，前線亦用上許宏鋒作正中鋒。上
半場，港隊一如賽前所料受壓，不過成功將
穩守突擊的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首個正式
攻門就由張志勇接應伊達開出的罰球，頭槌
破網領先1:0。
後備入替的談樂軒其後更接應伊達二傳，

禁區內勁射破網，為港隊拉開比數至2:0。主
場落後2球，廣東隊上半場30分鐘即換上盧
琳及陳志釗2位中超球員上陣，並於上半場
尾段由盧琳主射十二碼扳回一城。
下半場甫開賽，港隊即有好開始，伊達傳

中博得對方手球，親自操刀一針見血，射成
3:1，再度獲得2球領先優勢，不過年輕的港
隊未能好好把握，防線一次失誤，被廣東隊
的葉楚貴單刀射入成2:3。
港隊其後在一次角球攻勢再度失守，被廣

東隊的涂東旭迅速扳平3:3。士氣受挫的港隊
完場前再度走漏盧琳，被這位老牌前鋒殺入
禁區射成4:3反勝完場，最終廣東隊兩回合
計以5:4擊敗港隊，連續3年捧走省港盃冠
軍。

主帥慨嘆輸經驗
與錦標擦身而過，港隊上下賽後難掩失

望，教練廖俊輝坦言對球隊大好形勢下落敗
感到無奈，不過認為對這班年輕球員卻是一
次難得的經驗：「如何在強隊身上保持領先
優勢是他們今仗學到的教訓，今次完全輸在
經驗，落敗當然失望，不過重要的是汲取經
驗，始終他們面對盧琳及陳志釗這種級數的
球員比較稚嫩。」

省港元老賽昨日早上在廣
東省人民體育場上演，平均

年齡較輕的廣東隊，憑藉胡志軍在第4節
個人頭頂腳踢建功，最終以2:0擊敗香港
傳奇隊，兩回合計以3:1獲勝。賽前，香
港傳奇隊在郭家明(右)帶領下與廣東元老
隊球員握手。 潘志南 攝

元老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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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達伊達((右右))在今屆省港盃表現在今屆省港盃表現
搶鏡搶鏡。。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張志勇張志勇((右右))力阻葉楚貴射力阻葉楚貴射
門門。。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廣東隊連續廣東隊連續33年捧走省港盃年捧走省港盃
冠軍冠軍。。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香港球迷特意香港球迷特意
上廣州支持港上廣州支持港
隊隊。。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艾德列治在無人防守下艾德列治在無人防守下
雙手入樽雙手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拿度拿度((左左))擊敗拉奧歷奪冠擊敗拉奧歷奪冠。。 路透社路透社

■■馬君正馬君正((左左))與何允輝不滿意今屆表現與何允輝不滿意今屆表現。。

NBA常規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騎士 對 速龍
76人 對 木狼
網隊 對 塞爾特人
活塞 對 魔術
○熱火 對 溜馬
公鹿 對 馬刺
雷霆 對 帝王
爵士 對 火箭
拓荒者 對 灰熊
勇士 對 黃蜂

NBA常規賽周六賽果
塞爾特人 97:100 網隊
帝王 142:119 太陽
黃蜂 90:109 雷霆
溜馬 94:82 活塞
騎士 104:79 魔術
木狼 85:95 公鹿
小牛 98:105 鵜鶘
馬刺 121:103 火箭
爵士 92:87 灰熊
勇士 111:108 金塊
快艇 130:99 76人
○now678台8: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史提芬居里史提芬居里((右右))與金塊前鋒法里埃與金塊前鋒法里埃
德爭搶籃板球德爭搶籃板球。。 美聯社美聯社

特大球拍
布里斯班國際賽昨日展

開，首日未有比賽的衛冕冠
軍費達拿，與另外3名球手
出席「兒童網球日」活動，
並在場上使用特大球拍打
球，場面惹笑。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