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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接力隊劍指全運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香港田徑隊在亞
錦賽取得男子4×100米接力金牌和打破2個香港
紀錄，大軍昨日凱旋返港。榮膺亞洲冠軍的港

男接力隊將乘勝追擊，劍指8月全運會金牌。
港隊教練余力信心十足地表示：「港接力隊
在今次印度亞錦賽先完成首個目標，餘下2個目
標就是全運會和東亞
運。只要隊員保持今
次亞錦賽水平和時
間，在全運會問鼎獎
牌、甚至繼2001年後
在同一項目拿得銀牌
是有可能的，但港隊
劍指的是一面金牌，
希望再把目前的時間
推快多3秒至35秒或36
秒，全運會的金牌就
拿定了。事實上，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次港隊在亞錦賽摘金

■港田徑隊大軍昨日凱旋。

在「超人」
懷特侯活宣布
將離隊轉投火
箭不足一周，
湖人周一已成
功找來「超人
替身」，曾 力
快艇的德國中
鋒卡文證實，
已答應與該支
西岸傳統勁旅
簽下1年合約，
新球季將重返
洛杉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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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傳湖人
將運用特赦條
款，裁掉世界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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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做出的成績，就驚動了全運會田徑場上的主
要『敵人』廣東隊、廣西隊和福建隊。為了更
專注備戰，個別參加了單項的選手如吳家鋒和
徐志豪，或需要為大局而放棄。」港田徑隊在
全運會前會參加多項大賽以戰代練，分別會到
澳洲、美國和捷克參賽。
徐志豪指出大軍早已訂下今次亞錦賽的目標
和成績，今次奪得金牌已是好開始，隊員均信
心十足，可以乘勢向全運會進發，而第3個目標
是東亞運動會獎牌。
除了4×100米接力隊外，港隊4×400米代表
梁景雄、陳嘉駿、蔡浩昇及陳胤霖亦在今次亞
錦賽決賽跑出破香港紀錄的3分14秒34得第7
名，打破4人今年5月在台灣所創的3分15秒31舊
紀錄，而「大力士」林瑋在鏈球則擲出63.87米
的新香港紀錄。

湖人快手找來
超人替身

■皮雅斯(左)和加納特老而彌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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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投火箭後，湖人在剛過去的周末加緊與卡文
報當侯活在上周五正式宣布將離開湖人和轉

達成協議，確保在新球季擁有一名具實力的正選中
鋒。卡文周一在twitter留言證實決定加盟湖人，他
說：「這是真的，我將會回到洛杉磯，並且為湖人
力。我對此感到非常興奮，現已迫不及待為湖人上
陣。雖然在同一個球場(史達普斯)穿上不一樣顏色的球
衣比賽感覺有點奇怪，但我對這次轉會感到興奮。」
據稱湖人今次只是與卡文簽下一紙價值310萬美元的迷
你中產合約。
現年31歲的卡文曾 力湖人同市宿敵快艇長達8個球
季，其後 力過黃蜂和小牛，上季只為小牛上陣66
次，平均每場取得10.5分和5.6個籃板球，兩項數據均
是個人近6季的新低。

傳特赦世界和平
卡文加盟湖人後，將與西班牙中鋒加素組成「西德
雙塔」，不過湖人在補充內線實力時，前場或會有一名
大將離隊。據報湖人為了減輕奢侈稅負擔，以及在明
年夏天的選秀大會和自由身球員市場上大展拳腳，重
建球隊，將選擇特赦擁有一紙770萬美元合約的世界和
平。
各支NBA球隊可在本月10日至16日特赦一名球員，
而湖人只得比歷克、加素、高比拜仁和世界和平可獲
特赦，據知已屆33歲的前鋒世界和平是「首選」，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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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前全明星球員上季取得加盟湖人4季以來平均每
場最高的12.4分和5個籃板球，可是其表現一直未有達
至預期水平，看來其在洛杉磯的前景一片黯淡。
對於世界和平目前的處境，高比拜仁開腔留言
力挺隊友說：「沒有世界和平，就不會有第7戰的
勝利。這是湖人王國艱難的一天，就我個人而
言，我會留住世界和平，以現有的團隊和加入
小部分球員去展開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干達度 自信尚有爭標機會
曾兩度問鼎環法單車賽的西班牙公路單車手干達度經
過9站比賽後，目前在個人總成績上排名第6位，對此干
達度表示，目前的排名並不理想，不過在後面的比賽
中，他還有機會。
賽前被一致看好的英國車手弗洛姆暫以36小時59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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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的成績，位列總成績首位，與第2名之間的差距為1分
25秒，與干達度的差距為1分51秒。干達度說：「9站比
賽結束後排名第6位，這並不是理想的情況，我本來希望
能和弗洛姆用時相同。」在干達度看來，第8賽段的糟糕
表現是其排名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他續說：「那真是非
常糟糕的一天，要是沒有隊友支持，我可能無法繼續
比賽。」不過，他指出在後面的比賽中還有機會：
「雖然弗洛姆具備很強的實力，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
生。現在我沒覺得自己的狀態非常好，但是在大賽
中，我往往能在第3周發出無窮力量，這也是我相信自
己的原因。」
另外，國際單車聯盟(UCI)主席麥奎德周一表示，岩
士唐的禁藥事件不應影響9月國際單車聯盟主席改選，
並相信國際單車聯盟成員不會在選舉中因岩士唐事件
轉移視線。期待在9月選舉中第3次擔任國際單車聯盟
主席的麥奎德說：「這次競選不應將10年前的事情牽
扯其中，更應該關注單車運動的現狀和未來。他們只

把這當作已過去的醜聞，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單車運動的
發展，這也將是我工作的立足點和方向。」
麥奎德承諾將為世界單車運動帶來「光明的未來」，包
括保護新時期的單車文化，推進女性單車運動職業化步
伐以及繼續在歐洲之外的地域推廣單車運動。
國際單車聯盟此前被指過去曾包庇靠使用禁藥而連續7
年稱霸環法賽的美國車手
岩士唐。麥奎德的競選
對手、英國單車協會
■麥奎德爭
主席庫克森表示，他
取第3次當
當選後將帶給國際單
選主席。
車聯盟一個「全新開
美聯社
始」。
■新華社

大威 盼美網前復出
已養傷個多月的美國女網球手維納 「我感覺好了點，一直努力康復中。
絲威廉絲(大威)，周一表示希望可在 我需要時間康復，直至感覺身體做好
美網前復出。現年33歲的大威自從在 百分百準備。我將要等待下去，直至
法網首圈出局後，便受腰背傷困擾， 我已預備好，希望在美網展開前可重
避戰至今，早前還被迫退出溫網，連 返賽場。」美網將於8月26日展開。
續16次參賽紀錄斷纜，對此大威說：
今年的草地賽季已告結束，多名失

意溫網的名將開始重返硬地場，備戰
美網。在溫網女單首圈爆大冷出局的
意大利球手艾蘭妮，周一在巴勒莫公
開賽以6:0和6:1的盤數大勝美國球手祖
莉亞高漢，晉級次圈；而美國「長人」
伊士拿則告左膝傷癒，在紐波特公開
賽首圈以7:6和6:2的盤數擊敗同胞夏里
遜出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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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特人(綠軍)與網隊進行皮雅斯和加納特的交
易成為最近熱話，正在奧蘭多觀看夏季聯賽的塞
爾特人名宿「小鳥」布特表示，綠軍的交易可以
理解，但加納特和皮雅斯依然具有不俗的實力。
布特說：「我認為他們在職業生涯中都保持
健康，他們不像我受過嚴重的傷病，所以我覺得
他們仍留有足夠的實力。」塞爾特人與網隊在上
月敲定一筆重磅交易，綠軍把皮雅斯、加納特和
泰利同時送到網隊，網隊的交易籌碼是3個首輪
選秀權、堪富利士、謝朗華萊士及其他3名角色
球員。
雙方最快將於7月10日正式簽約，如果交易最終
完成，網隊將在不損失核心的情況下組建一支豪
華球隊。迪朗威廉士、祖莊遜和布魯克盧比斯3
名全明星級球員，再加上全明星「常客」加納特
和皮雅斯，網隊可派出全部由全明星球員組成的
正選陣容。塞爾特人則在送走老將之後，徹底進
入重建期。
許多塞爾特人球迷批評這次交易的策劃人艾
治，但布特還是表示自己對艾治的決定很理解。
他說：「相信我，艾治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他拿
到過總冠軍，所以我不懷疑艾治的決定，他幹得
不錯。」

拉舒華萊士返活塞做助教
另外，曾 力綠
軍、上季退役的前
鋒拉舒華萊士已同
意與活塞簽訂一紙
2年合約，加盟活
塞教練團做助教，
主力訓練內線小將
德拉蒙和蒙羅。拉
舒華萊士曾 力活
塞5個球季，並協 ■拉舒華萊士曾 力活塞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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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球隊在04年奪得 球季。
總冠軍。
■新華社

體壇連線
梁子成轉投橫濱
上季被外借至
日之泉JC晨曦的
梁子成，昨日正
式加盟橫濱FC(香
港)。另外，傑志
總監伍健昨日宣
布簽入西班牙中
鋒巴倫古素。
■梁子成(右)昨日正式加
■香港文匯報記
盟橫濱FC(香港)。
者 蔡明亮

黃金寶全國公路賽奪季軍
「亞洲車神」黃金寶昨日在內蒙古舉行的全
國公路單車錦標賽男子189公里公路賽奪得季
軍，復出後首次登上頒獎台，而劉廣則獲得男
子青年公路賽冠軍。總結港隊在今屆錦標賽共
獲得2金1銀3銅。港隊男車手今日將前往吉林
進行全運會賽前適應性訓練，黃蘊瑤、孟昭娟
等女將返回廣州備戰全運會場地項目，而李慧
詩、郭灝霆、刁小娟等將赴澳洲阿德萊德參加
UCI國際一級賽，作為全運會賽前熱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南華再擒飛鷹贏總冠軍
南華昨日在甲一籃
球總決賽第3戰以76:52
再勝飛鷹，以總場數
3:0完勝對手，贏得今
季總冠軍。飛鷹的呂
楚威(圖右)上籃時遭羅
意庭侵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