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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國家足球隊隊長朗尼今個球季狀
態急跌，被批評淪為曼聯的“進攻黑洞”。
不過，這位“紅魔”前鋒在英國《每日郵
報》23日刊登的英倫體壇年輕運動員（30歲
或以下）財富排名中，身家依然名列前茅。
在這個年輕運動員身家排名中，頭十位

合共有8名足球員，其中朗尼以8200萬（英
鎊，下同）的財富位居首位，西甲皇家馬德
里的威爾斯飛翼加里夫巴利以3400萬的財富
位居第4。
曼城的阿根廷前鋒阿古路、西班牙中場大

衛施華及法國中場拿斯尼，分別以3300萬、
3100萬及2200萬排第5、第6及第9。車路士的

西班牙中場法比加斯、哥倫比亞前鋒法卡奧及比
利時翼鋒夏薩特則分別以3100萬、2900萬及
1800萬排第6、第8及第10。

英國網球一哥梅利和胞兄占美梅利則以
5800萬排名此榜第2，第3位則是擁有5600萬
的高爾夫球手麥高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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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巴西里約奧運（里奧）火炬
歐洲時間22日在希臘西部的多個地點
傳遞。聖火21日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
的古奧林匹亞採集成功後，當天下午
就被送往西部城市皮爾戈斯，然後傳
往萊亥納。21日晚，聖火由渡輪帶到
愛奧尼亞海上的扎金索斯島過夜，當
地居民在該島首府扎金索斯中心廣場
揮舞着希臘、巴西國旗以及橄欖枝歡
迎聖火的到來。

聖火22日在帕特雷市傳遞時，中
國內地和台灣四位火炬手包括蔣立章、
著名航海家郭川、男演員楊洋和女星郭
采潔在帕特雷市附近的里永．安蒂里永
大橋上參加了火炬傳遞。希臘境內的火
炬接力將進行6天，全程2235公里，有
450名火炬手參與接力。聖火將於4月
27日在第一屆現代奧運會的舉辦地、雅
典大理石體育場正式移交給里奧組委
會。 ■

藍
月
利
記標衝第5名的利物浦主場對舊帥賓尼

迪斯領軍的護級隊紐卡素，“利記”
領先兩球下遭逼和2：2，未能為周中歐霸
4強壯行色。紐軍現落後尾四諾域治1分，
但多踢1場。
利記開賽2分鐘便由史杜列治接應艾拔

圖摩蘭奴長傳禁區內射入領先，艾拔圖摩蘭
奴在40分鐘再獻助攻，拉爾拉拿禁區邊射
成2：0完半場，但利記換邊後連失兩粒，
失掉兩分。

留力歐聯的曼城稍輪換陣容，伊恩拿祖
正選攻堅。積極搶攻的曼城在35分鐘由中
場費蘭度接應角球頂入領先。伊恩拿祖在43
分鐘前場禁區內引來梳爾哥斯犯規，阿古路
主射12碼得手，是他今季聯賽第23球。65
分鐘，薩巴列達造就伊恩拿祖近門射入，後
者8分鐘後扭過客隊防線將球送入空門埋
齋。另史篤城荷蘭中場阿費利因膝部十字韌
帶受傷需休戰8個月。

■

近來在歐霸和英超賽場都有入球的
26歲法國國足後衛馬馬度沙高，由於在
歐霸16強對曼聯賽後的一次藥檢中被
測出曾服用禁藥，23日被屬會利物浦暫
時停賽。歐洲足協和利記方面正調查事
件，初步據悉是沙高不知道所服用的減
肥藥中原來含有禁藥成份。
由於調查需時，暫未知會否影響沙

高代表法國隊出戰今夏歐洲國家盃的機
會。沙高早前在歐霸8強次回合攻入一
球，協助球隊總比數反勝多蒙特出線，
周中聯賽大炒愛華頓4：0一役也有進
球，還獲評為該仗最佳球員。

■

香港選手傅家俊當地時間22日在
英國謝菲爾德進行的世界桌球錦標賽
第二輪的首場比賽中，以13：9擊敗
麥基爾，率先闖入八強。
傅家俊在首輪擊敗艾頓的比賽

中，因為脖子扭傷，差點退出比賽，
但經過按摩和幾天的休息後，他基本
恢復狀態。第二輪比賽實行25局13勝
制，分3個階段舉行。前一天首階段
比賽後，傅家俊以5：3領先，但去年
曾闖入八強的麥基爾第二階段開始後
一度以6：5領先。不過，傅家俊穩住
陣腳，以9：7重新佔據優勢，結束了
第二階段的較量。
第三階段比賽中，麥基爾單桿打

出97分先下一局，將比分變成8：9，
但傅家俊隨後連贏3局拿到賽點，接
下來一局他在面對最後一個紅球時失
誤，讓麥基爾抓住機會扳回一局。第

22局比賽中，傅家俊單桿打出69分鎖
定勝局。
這也是傅家俊自2006年以來首次

闖入世錦賽八強，他賽後對自己的發
揮並不滿意：“我打得並不好，犯了
很多錯誤。這場比賽打得很亂，我們
都錯失了很多簡單的球，最後一階段
好了很多，我逐漸找回自信，贏得也
相對輕鬆。”
傅家俊下一輪的對手將在“火

箭”奧蘇利雲和鶴健士之間產生。他
說：“羅尼（奧蘇利雲）是世界上最
優秀的球員，但如果巴里（鶴健士）
獲勝，也會是個非常難對付的對手。
在八強賽中，你不要期望會有輕鬆的
比賽，肯定會很艱苦。”
當天另外一場第一輪的比賽中，

兩屆世界冠軍馬克威廉斯以10：6擊
敗霍爾特晉級16強。

傅家俊傅家俊重拾狀態重拾狀態 晉世錦賽八強晉世錦賽八強 下 月 18
日，奧運冠
軍 、 中 國
“拳王”鄒
市明即滿 35
歲，當日又
是他和太太
相識 10 周年
的紀念日。
日前，“拳
王”在微博
發放兩人半
裸藝術照，大晒恩愛的同時，更對太
太發表愛的宣言：“贏了世界又怎
樣？我只要我愛的人和我在一起。”
這名參加過三屆奧運、取得兩金

一銅驕人成績的中國“拳王”，有背
後的女人──太太冉瑩穎的支持，帶
着一對紅色拳套，打遍天下，享譽國
際。但35歲，他的拳擊之路並沒有完

結。早前鄒市明和太太接受電台節目《我的奧運不是夢》
訪談，談到奧運、事業、家庭和孩子⋯⋯
今年是奧運年，鄒市明希望里奧看到中國拳手爭獎

牌，延續中國拳擊的奧運夢。他寄語國家隊員，“該拿起
的就拿起，該放下就放下，堅持夢想！每場訓練和比賽的
每個環節都不能掉以輕心。”
談到個人事業，太太冉瑩穎指出：每個人的身體機能

都是有限的，你總不能永遠留在擂台上，但這並不意味着
市明的拳擊路走到終點，他可更全面地繼續他的拳運。
“我們到美國受訓，走進拳館，看到的不單單是汗流

浹背的拳手，我們還看到8歲的小朋友、70歲的老太太歡
樂地享受拳擊運動，很健康的！”財經學系畢業的冉瑩穎
稱，拳擊可以更時尚、更健康，拳擊在中國可發展成一個
極大的體育產業。

歲
鄒
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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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體壇年輕運動員英體壇年輕運動員

朗尼最有錢朗尼最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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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僑與杜如風23日出
席聚焦超聲波療程記者會，去年開始跑步減肥的雨僑
表示已減掉15磅，貪吃的她笑言寧願多做運動，也不
想靠節食瘦身。
早前常上載比堅尼泳照到網上的雨僑，笑言當時

在新加坡工作，不過現在因上圍縮水，已沒有再照
相。問到男友羅力威有否介意，雨僑說：“我寧願縮
水都不想肥，我想他OK的，最重要是健康。”雨僑稱
會找男友一起跑步，可以令他肌肉更結實。雨僑又笑
謂婆婆分不到羅力威與羅仲謙的趣事，“有次婆婆和
街坊說我的男友是羅仲謙，我跟她說不要再這樣講，
我和大隻(羅仲謙)那個不熟。”她指會用大、小隻來教
婆婆去分辨二人。笑問早前羅仲謙結婚有沒有令婆婆
誤會？她說：“婆婆有看新聞，但只是望一望，見到
有個雨字就以為是我，因為她視力不好，鬧出很多笑
話。”

至於同場的杜如風則表示，自己不會故意減肥，
她解釋只要有工作在身自然就會消瘦，故笑言自己不
怕肥，只是身邊的朋友介意。提到她也試過很瘦的日
子，如風開玩笑稱當時染上幽門螺旋菌：“想找那隻
菌回來，不過如果不理會，好大機會變胃癌，所以都
是健康重要。”

雨僑教婆婆
男友是“小隻”

剛舉行完個唱不
久的樂壇天后林憶蓮，其當年初出
道時的稚嫩一面大家又可有印象？
港台電視《家多一點點》重新包裝
香港由1979年至1998年的六個經典
節目，內容關於不同居住面貌，涵
蓋寮屋、棚屋、公共房屋、私人房
屋等階段，反映其時港人的居住環
境及房屋問題。其中，當年剛踏入
娛樂圈、尚未成名的林憶蓮亦有份
客串一角，極具重溫價值。

過去二三十年，香港社會急速
發展，人口不斷上升，市民對房屋

的需求甚高。港台經典節目反映當
時的社會現況，其中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製作的《左鄰右里》以公共屋
邨的居民為切入點，講述屋邨趣事
及鄰里關係，溫馨感人。值得留意
的是，當年初入娛圈、尚未嶄露頭

角的林憶蓮在其中一集飾演一名診
所護士，她的青春可人形象讓人眼
前一亮。一連四十集的《家多一點
點》25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
時於港台電視31、31A台播映，並
由男藝人劉錫賢擔任節目主持。

商台23日播出
新一集的《1圈圈 星光背後》，主
持人梁泰來邀得將在6月假紅館舉
行一連兩場演唱會的樂壇鬼才盧冠
廷擔任嘉賓，從其音樂歷程談到與
愛妻唐書琛相戀四十載的溫馨故
事，充滿鐵漢柔情的味道。
原名盧國富的盧冠廷，在節目

中侃侃而談他的家世，自小患上讀

寫障礙仍阻不了其音樂夢，但最令
人津津樂道還是他與唐書琛相識相
戀以至相處的四十載婚姻生活。
談到與太太的相處之道，

“盧盧”直言“永遠要認低”：
“第一，無論太太做錯什麼，你
都要‘咚’一聲咽下去；第二，
你要永遠哄她開心，為她改花
名、逗她笑！”他形容和太太的

關係是“火星撞地球”，但因一
直忍讓而能相處這麼久。“剛結
婚時我們常吵架，她更會把之前
做錯過的事情拿出來翻舊賬。但
日子久了，便會愈吵愈少，因已
不像拍拖時可各自回家不見對
方。結婚後吵架，縱然有多不喜
歡都要回家。”這可說是“盧
盧”維繫多年婚姻的絕招。

炙手可熱的韓國男神
宋仲基，今次旋風式來港不足24小時，23日中午近1時
便從赤臘角機場離開。有關方面得知即“如臨大敵”，
在機場設置圍欄，安排約十多名保安維持秩序，至於過
百粉絲則一早守候送機，見到宋oppa出現即尖叫聲不
絕，宋oppa亦相當識做向粉絲揮手話別。當他返回韓國

時，在機場同樣受到當地支持者重重包圍。
此外，前“尊尼仔”赤西仁23日下午亦離開香港，

他在機場離境大堂現身時引來大批女粉絲上前送機，和
抵埗時同樣戴帽的赤西仁即親切揮手示好。本來他是循
一般通道步入禁區，但保安職員及後帶其行職員通道接
受安檢。

晚楊千嬅和老公丁子高成
功“集郵”後，隨即放上

社交網站並寫上：“Wow... Keep it
up !! We all support you !!”(繼續努
力，我們會支持你)熱情地為對方打
氣。甘國亮也把跟宋仲基似研究電話
的相片放上網，前者指在“劉大尉”
未走紅時已認識他，故二人碰面其實
是重逢。林德信則以另類方法“集
郵”，與坐在遠處的宋oppa來個隔
空“合照”，笑言要追韓星。港姐麥
明詩就酸溜溜留言稱沒能近男神身。
不過這名“萬人迷”看似吸引不到賭
王何鴻燊的公子何猷君，猷君在網上
放上與何猷啟的合照，寫道不明為何
姓宋的演員會掀起熱潮，自覺他和猷
啟更靚仔。與此同時，場內另一外籍

貴賓、日本男星赤西仁亦獲不少人
“集郵”，千嬅和樂基兒沒錯過與型
男合照的機會。

另外，時尚雜誌《Vogue》的韓
國版派了專人貼身為宋仲基，包括在
香港機場等地方取景。儘管宋仲基出
現之處必引來傳媒和粉絲追訪，但他
22日晚凌晨5時左右與工作人員在中
環蘇豪區出沒，成功避開所有人視
線，悄悄享受香港著名的夜生活。
《太陽的後裔》在結局後熱潮未

減，22日晚播出的特別篇第三集收視
為12.2%，雖較前兩晚微跌，但仍穩
坐同時段節目收視之冠。宋仲基憑劇
集大紅而財源滾滾，近日有韓國傳媒

報道指他現跟家人一起居住首爾束草
區方背洞希來村的一所公寓，成交價
多達25億韓元，面積為226平方米的
豪華住宅。有指宋的豪宅與元斌及李
娜英兩夫妻毗鄰，其他鄰居還有高賢
貞和金晶恩等紅星。

人紅自然粉絲想見多幾面，宋
仲基將於5月中起舉行走訪8個城市
的亞洲巡迴之旅，先由5月14日的
北京作起點，接着前往武漢(21日)、
廣州(27日)、深圳(28日)，6月再轉戰
上海(5日)、香港(11日)、成都(17日)
和台北(25日)，換言之個半月後港迷
將可再次看到“劉大尉”的風采。

““集郵集郵””成功成功

好威好威
楊楊千千嬅嬅“集郵”成功

好威
楊千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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