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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隊在劍擊項目的各項
奧運資格此前已經確定，亞

錦賽更多的是影響到團體和個人的
世界排名。

王鍵透露，開賽前隊伍就制定
了要把亞錦賽當奧運會一樣去打的
計劃，同時也做好了困難的準備。

“應該說大家還是盡了最大
努力的，賽前我就和隊員們說
過，要做好最壞的準備，主場實
際上是把雙刃劍，”王鍵說，
“像這種比賽運動員壓力很大，
他們都想贏，雖然不涉及到奧運
會出線的問題，但在家門口都想
表現好，不想打得一塌糊塗，但
實際往往越是這樣，就會越失
常。”

從金牌數量來看，中國隊此番
在女重個人、女佩和女花團體奪
金，比2015年少拿一塊金牌。

然而從備戰奧運來看，具有衝
擊金牌實力的女重和男花團體都在
決賽中不敵韓國，王鍵承認這樣的
成績不太理想，不過也沒必要背上
太重的心理負擔去準備奧運。

王鍵說：“輸贏很正常，對奧
運的影響不是很大，對運動員心理
沒有太大影響，因為之後還有別的
比賽，後面還有兩站比賽，打完後

積分和奧運對陣位置就確定了，到
時候就實打實地互相分析，就看誰
能把對手分析透徹。”

在中國隊的幾位明星隊員中，
倫敦奧運會男花個人冠軍雷聲無疑
最受關注，亞錦賽上他獲得男花個
人銅牌，但在團體賽上表現不盡如
人意，決賽半途被教練換下。

對於雷聲目前在隊伍中的位
置，王鍵給予了積極的肯定，同時
希望他能盡快調整好狀態，“雷聲
(亞錦賽)狀態不是很好，整體表現不
是很興奮，回去會和他聊聊。”

像雷聲這樣的老隊員，狀態的
問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保持健
康，王鍵對此表示：“目前隊內馬
劍飛的傷有很大影響，之前都沒怎
麼進行系統訓練，男重焦雲龍，女
重許安琪和孫玉潔也有傷。接下來
我們會多注意一下老運動員的傷
病，不要復發。”

至於奧運前景，王鍵表示，鑒
於中國劍擊在過去兩屆奧運會有亮
眼表現，到了里奧必須力拚金牌。
“之前我們連續拿過金牌，北京一
塊(男佩個人)，倫敦兩塊(女重團體
和男花個人)，所以我們的奧運目
標不變，向金牌衝擊，去拚。”

■

2016年亞洲劍擊錦標賽日前在江蘇無錫落幕，樂慧林、劉
詠詩領銜的中國女子花劍隊以45:43力克實力強勁的韓國隊，為
中國隊奪得本次比賽第三金。

這是樂慧林的第一個亞錦賽冠軍，樂慧林賽後直言團體賽
打得更為艱苦，“我就是不斷告訴自己要堅持、堅持。”為中
國隊連續追分立下汗馬功勞的劉詠詩說：“（能夠獲勝）主要
靠團隊努力，我覺得我們打出了十分精彩的東西。”當記者問
她這是不是最好成績時，劉詠詩說：“我覺得還有更好的。”

另外，韓國隊毫無懸念地奪得男子佩劍團體冠軍，中國隊
獲得亞軍。中國男佩主教練閔新生賽後表示，中國隊基本發揮
了正常水準，對手實力確實高出很多。這場決賽最終韓國隊以
45:20大比分獲勝。

本屆亞錦賽至此落幕，韓國隊豪取7金，仍是亞洲霸
主，中國隊取得女子重劍個人、女子佩劍團體和女子花劍團
體3金，此外還有6銀4銅進賬，中國香港隊和日本隊各取1
金。

奪 女 花 團 體 冠 軍

2016年勞倫斯世界體育大獎頒
獎禮19日晨假德國柏林舉行，其中
年度最佳殘疾運動員獎由巴西游泳
運動員迪亞斯奪得，而晉身候選名
單之一的香港硬地滾球運動員梁育
榮雖未能掄元，但仍是首位兩度獲
提名競逐這項全球體育大獎殊榮的
香港運動員。梁育榮表示：“雖然
未能獲獎，但我沒有不開心。其實
能夠再度獲得提名經已感到非常榮
幸，我衷心感謝教練、隊友、義工
與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
育協會的支持。我將會繼續於硬地
滾球項目爭取更好成績，並積極備
戰里約熱內盧 2016 殘疾人奧運
會。”

至於，祖高域、莎蓮娜威廉絲
(細威)分獲年度最佳男女運動員獎。
“網壇一哥”祖高域憑藉2015年的
出色表現力壓保特、美斯等強大競
爭對手摘得最佳男運動員獎，這是
他連續第二年、也是第三次獲頒最
佳男運動員獎。同樣身為網球運動
員的細威榮獲年度最佳女運動員
獎，這是她獲得的第四個勞倫斯
獎。過去的一年，細威贏得澳網、
法網、溫網冠軍，將其獲得的大滿
貫賽事冠軍總數拓展至21個。

另外，大會追頒體育精神獎予
上個月因肺癌離世的告魯夫，由西
甲巴塞羅那前隊長佩奧爾將獎項頒
予荷蘭球王兒子祖迪告魯夫，而有
份出席的卡比路、迪比亞路及魯

爾，甚至獲獎的祖高域亦有向一代
名將致敬。勞倫斯世界體育頒獎禮
會長伊榮摩斯則讚揚告魯夫對體壇
的貢獻：“他代表着體育界所有美
好的事。”

再與勞倫斯獎無緣

東方派定心
“牛丸”！港超“一哥”東方足球隊，19日午在
社交網公佈，與女主帥陳婉婷(牛丸)續約一年；
會方表明上下一心，支持這位27歲少帥來季繼續
領軍，衝擊本地及亞洲賽事錦標。

“牛丸”在今季初原本擔任球隊助教，但因
為前主帥楊正光離隊而被提拔，成為本地首位在
頂級聯賽任主教練的女性。東方在“牛丸”的帶
領下，1月贏得銀牌冠軍，她亦成為首位領軍贏
銀牌的女主帥。不過近一個月內，東方受陣中傷
兵困擾下，聯賽盃、菁英盃及足總盃先後出局，
聯賽與次席的傑志亦只餘下4分差距，但若周五
對南華一戰可全取3分，便可率球隊奪得首個港超聯冠軍，創下歷史。

大戰在前，東方與“牛丸”續約，就是希望球隊內部穩定軍心，緩解
主帥的壓力，亦向球員發出球隊會在“牛丸”的領軍下，繼續大展拳腳。

續約撐主帥
派定心“牛丸”

今年32歲的德國前鋒傑斯寧今季德甲足球聯賽
只入了4球，然而19日晚仍獲利華古遜續約到2018
年。傑斯寧已効力利華10年，球隊現列可踢下屆歐
聯的德甲第3位。

CBA球隊北京首鋼當家球星馬貝利日前在個人微博上公佈，自己已
經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證。馬貝利是首位獲得中國
“綠卡”的CBA外援。不過儘管“老馬”已經獲得了“綠卡”，但這並
不等同於他入了中國國籍，所以他仍將佔用球隊的一個外援名額。

■

2016世界沙灘排球巡迴賽福
州公開賽19日開幕。

作為里約奧運會前重要的一站資
格賽，本次比賽吸引了來自38個國家
和地區的123支球隊匯聚福州，爭奪
寶貴的奧運積分。

雖然當家球星史提芬居里因傷缺陣，但衛冕冠軍金州勇士並沒有
受太大影響，19日NBA季後賽首圈仍延續主場強勢，以115:106再勝
火箭，總場數領先到2:0。居里的“黃金拍檔”基利湯遜今場撐起大
樑，得到全場最高的34分並送出5次助攻，腳踝有傷的居里將有時間
去恢復調整。火箭的夏登則拿到28分及11次助攻。
另一場西岸首圈賽事，奧克拉荷馬雷霆中鋒阿當斯最後時刻的補

中經過慢鏡頭重播被判超時，達拉斯小牛得以作客險勝85:84，總場數
扳平1:1。首場對陣大敗的小牛此戰強勢回歸提升防守強度，將雷霆的
投射命中率限制在33.7％，費頓為小牛貢獻球隊全場最高的21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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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詩雅（Shiga）和監製徐浩19
日宣傳新歌《血一般紅》, Shiga日前因氣管敏感失聲，19日略有
好轉，但說話聲音微弱沙啞。Shiga為拍MV把長髮剪短，足足剪
掉約有十吋髮絲。
說到衛蘭加入華

納後成為力捧對象，
Shiga不擔心資源被
分薄，相信公司會有
適當分配，何況大家
歌路不同，她謂：
“公司在這次新歌上
投放不少資源，更計
劃在暑假檔期舉行首
個買飛演唱會，場地
未定，但一定不是紅
館，無論多少人都
好，有得開秀已經好
開心感恩。”

台灣男團 LOLLIPOP@F成員
楊奇煜（小煜）獨立發展，近日赴港宣傳新碟，留港已有四天的
他，每日均應付密不透風的宣傳活動，根本沒時間四處遊覽，每
次赴港千篇一律從酒店到工作地點，未能好好體驗有東方之珠之
稱的香港之都。
單飛後的小煜早前一個人在台灣宣傳個多月，感覺是有點空

虛，獨自面對傳媒還可以，因以前是
偶像派，很多說話不敢講，現在卸下
偶像身份，想做什麼便去做，也可以
談感情問題，他笑言：“不過我太
忙，還沒有女友。”小煜所追求對象
要互相心靈相通，不需要時常見面，
但要經常聯繫清楚對方的動向。
小煜身形魁梧，他承認吸引多了

女生關注，笑言追不到女生的男生，
不妨也操大隻一點，目前他最滿意是
自己胸肌，正因胸部巨大，比一些女
生還要大，試過拍戲時引來女星不
悅，有些跟他說不要再練胸肌。

由狄
龍、宣萱合演電影《我來自紐約》18日晚
舉行慈善首映禮，來自馬來西亞的導演張
爵西和兩位小演員陳沁霖、陳智深特地赴
港出席，狄龍的太太陶敏明、兒子譚俊彥
和媳婦、黃錦燊趙雅芝夫婦都有現身支
持。
《我》片是提醒大家不要專注在賺錢

上而忽略親情，宣萱表示之前在大馬看首
映時感動流淚。

狄龍則指：“開始老花，發覺上落樓
梯會累和腳痛，就要更珍惜眼前人。”其
後他又大讚片中飾演女兒的宣萱：“和她
拍戲是享受，她準時，有做功課，無架
子，而且我們生肖都屬狗，又是愛狗之
人，大家有共同話題。”而令宣萱最難忘
是狄龍所演電影《英雄本色》。
狄龍談到孫女便喜上眉梢：“兒子做

了父親後，定性好多，乖了不少，孫女未
夠一歲，我手腳硬抱她會哭，現在便好得

多，她會伏在我心口睡覺，好開心。”
當問到宣萱有否追求者，她即拉開話

題：“不講這些，講部戲啦。”繼而自爆
有場戲要給龍哥摑一巴：“龍哥有經驗，
我拍時並不擔心，拍完後他叫我放心，因
被他打過的人都會紅，我叫他打多兩巴，
不紅打到紅。”狄龍笑說：“我打過四大
天王、打過周潤發、成龍、黃曉明，打完
之後都好紅，所以叫她放心，打完就會
紅。”

狄龍覺孫女窩心

雄大片《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將於下周三在世界各地陸續上映，片
中各“英雄”也努力宣傳。“鐵甲奇俠”羅拔唐尼（Robert

Downey Jr.）除了去“佔據”巴黎鐵塔向“美國隊長”基斯伊雲斯挑機
外，又和拍檔當積度及Emily VanCamp出席巴黎首映宣傳。

至於“美國隊長”基斯伊雲斯也不認輸，19日和另一導演Joe
Russo，帶同隊友“飛隼”安東尼麥基（Anthony Mackie）及“寒冬戰
士”施巴斯坦史丹到北京出席粉絲見面會。大會邀請一千名fans到
場，導演一到場即搞氣氛叫在場觀眾如果撐美國隊長就舉手，而基斯
亦搞笑說沒舉手撐他的人必死，還“恐嚇”表示要沒舉手的人快離
開。
安東尼表示他的室友來自中國，所以他聽得明中文，仲自薦為在

場記者當翻譯。有記者問基斯在三集《美國隊長》中，“美國隊長”
與“寒冬戰士”的關係有何變化？然後此名記者即再用中文問安東尼
知不知他剛才說什麼？安東尼即對着基斯充當翻譯，不過卻只翻譯對
一半，令全場觀眾爆笑！而基斯亦指他跟“寒冬戰士”之間是一種愛
情。至於施巴斯坦亦有用普通話說“我愛你。”
此外，基斯等三位演員即席將各自的角色面具畫成京劇

臉譜，而導演就拿起鐵甲奇俠面具扮做鐵甲奇俠。臨走
時施巴斯坦搞笑地抱着“美國隊長”盾牌不放，好一
副依依不捨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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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心悠片場照顧自己 蔡潔望演而優則導
影壇新貴蔡潔(Jacky)在電影《我老婆

係明星》中演一個當紅演員，一直以為自
己會成為新片的女主角，最後卻被劉心悠
搶去角色，因而對心悠非常不滿。於是，
她不斷與狗仔隊合計，想要令心悠身敗名
裂。電影中夾雜不少娛樂圈鮮為人知的一
面，令入場觀眾會心微笑。雖然在片中不
斷欺負心悠，但Jacky坦言在片場時，心悠
很照顧自己。
成為太陽娛樂旗下藝人，蔡潔最近亦

不乏電影演出的機會，在金像獎橫掃多個
重要獎項的《踏血尋梅》中飾演一名低下
階層的女孩，既要吸煙又要飲酒，在行為
意識上相對大膽。而快將上畫的《我老婆
係明星》中，就演反派，出盡法寶去害心

悠。我希望演多些喜劇，在戲中扮醜都
OK。與不同的對手合作，能在其身上學
到不同事物。例如心悠出乎意料是一個很
寫實的演員，她平時很安靜，但一開工後
她的能量好像用不完，說哭就哭；柏豪也
一樣，我也有請教他們。而且導演翁秀蘭
是女導演，很可以照顧演員的情緒，她好
像一個大姐姐，常和我們聊天。”
蔡潔大學就讀於暨南大學導演系，是

著名演員張鐵林愛徒。畢業後前往澳洲墨
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攻讀創意媒體碩士。
2013年參加國際中華小姐競選，得到最受
傳媒歡迎佳麗獎，但沒簽TVB，反而返澳
洲完成創意媒體碩士。畢業後得到老友彭
浩翔邀請拍電影《香港仔》而入行，在處

女作中與影帝曾志偉床上肉搏，又大膽裸
全背而令人印象深刻。外表斯文小鳥依人
的她，其實非常有主見，內裡絕不是小女
人。
“從小到大都喜歡電影，但沒想過要

入行做演員，因為我從小就有濕疹，別說
是露背，連露腿也不敢。認識彭浩翔導演
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知道他找演員找得
很頭痛，既然他委以重任給我，我就做到
最好。其實我只係裸背，前面有做好保護
措施，是導演鏡頭就得美。不過我有性感
底線，暫時都唔會露點，所以好佩服袁嘉
敏有勇氣露點。現時也有寫劇本，希望有
一日自己做導演，把自己寫的劇本可以拍
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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