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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12日在吉隆
坡亞足協總部進行抽籤，中國男足（國足）被
抽入A組，與伊朗、韓國、烏茲別克、卡塔爾

以及敘利亞同組。對於抽籤結果，
國足主帥高洪波分析表示：“對我
們來說，沒有什麼好與壞、上籤或
下籤，分在哪個小組都要平常心面
對。”

12強賽將分作兩組競逐，抽籤
儀式是按照各隊的世界排名分6個
級別，每組由6個不同檔次的球隊
組成，而排名第81位的國足，被編
在第4檔。經過約1小時的抽籤儀
式，國足進入A組，同組最強的頭
兩個檔次的對手分別是伊朗及韓
國，同時國足還將再遇第2圈外圍
賽的同組對手卡塔爾，另外兩隊則

是烏茲別克及敘利亞。值得一提的是該組的對
手中以西亞居多，風格比較令國足頭疼，而且

客場難度很大。
在抽籤結束之後，高洪波表示：“其實抽

籤之前就想到了無論跟誰分在一個小組都是正
常，畢竟我們排在亞洲第八位，而且並不是我
們去選擇別人，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好與
壞、上籤或下籤，分在哪個小組都要平常心面
對。”
那麼，接下來的備戰重點是什麼？高洪波

表示：“首先我們的同組球隊大部分都是西
亞，還有一個中亞，希望多打西亞球隊來熱
身，面對西亞球隊及韓國、烏茲別克這樣打法
硬朗的球隊，我們會利用自己的快速靈活特點
去與對手交鋒。”
國足12強賽的首場比賽是2016年9月1日

客場對韓國，最後一場比賽為2017年9月5日
客場對陣卡塔爾。

世外賽12強分組 遇

中國籃協12日宣佈，確定宮魯鳴繼
續擔任國家隊男籃主帥，率領中國男籃
征戰里約奧運會。男籃今日出發，前往
昆明海埂基地展開高原集訓。

另據中國籃協透露，中職聯籃球俱
樂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職
聯）董事長姚明等人近日前往中國籃協
與相關領導進行對話，最終達成5點共
識。中國籃協表示，將盡快拿出CBA聯
賽公司成立的時間表，在4月下旬成立
CBA聯賽公司籌辦組並在新賽季開賽前

完成公司籌建等事宜。
談及與中職聯的談判，中國籃協

CBA聯賽（中國男籃職業聯賽）辦公室
負責人表示，同意盡快拿出CBA公司成
立的時間表，並計劃在4月下旬召開的
CBA聯賽委員會會議暨CBA聯賽投資人
會議上成立CBA公司籌備組，在新賽季
開始前完成公司組建等事宜，以不影響
CBA聯賽改革後續相關工作的推進。此
外，籃協還將與中職籃就聯賽改革等事
宜建立常態溝通機制於本月19日再度進
行溝通。

率 征

正在江蘇
無錫進行的2016擊劍亞錦
賽12日決出最後一個奧運
男女子花劍個人賽參賽席

位。年僅18歲的香港新一代“劍擊男神”張
家朗最終擊敗中華台北選手，奪得里約奧運會
參賽門票。而港女將連寶香則於女花賽事獲得
第3名，在亞大區僅有3席奧運席位下趕上
“尾班車”，與第一名新西蘭選手和第二名日
本選手共同闖進里約奧運會。

2016年桌球世錦賽資格賽第二輪爭奪12
日全部結束，資格賽頭號種子、中國球手丁俊
暉與梁文博齊齊獲勝。其中前者以10：1淘汰
羅斯．繆爾，後者則以10：5擊敗詹米．柯
普。梁文博將與另一中國球手蕭國棟爭奪正賽
門票，蕭國棟以10：8力克詹米．克拉克晉
級。另外，周躍龍10：6擊敗奧布萊恩，與
10：5戰勝馬克．戴維斯的張安達進行內戰。

2016海峽兩岸女子半程馬拉松賽將於5月1日
在福建廈門鳴槍開賽。據悉，此次比賽項目分
為半程跑、五公里迷你跑，以及特色跑：co-
splay跑團、比基尼跑團、辣媽跑團等，賽道
設在廈門市海滄區優美的海濱，並延續粉紅跑
“The Pink Run的”主題，力圖打造一場服
務女性、關注女性的粉紅盛典。賽事當天，台
灣F.I.R飛兒樂團將蒞臨現場表演助興。

皓晴透露：“過去跟福原愛對賽過十多次，
自己輸多贏少，自己是下風球，所以對手是

她根本沒有壓力；會好好睡一覺迎戰。抽的是好
籤，起碼初賽不是對國家隊球手！”

而福原愛則指出：“和李皓晴交手多次，互
相都熟悉對方的打法，我會盡力而戰。她有主場之
利，相信壓力會在李皓晴身上。”

港女隊主教練李靜指，女隊抽中上上籤，參
賽的三將首輪全部避開實力強大的國手，可為爭取
晉級進行熱身。杜凱琹首次與台北李依真交手，晉
級後會在上線區對國手劉詩雯；姜華珺初賽對朝鮮
左手削球的李美京。

男隊方面抽的是下下籤 ，何鈞傑和黃鎮廷更
是首圈先內戰。總教練陳江華指兩人互撼，令兩人
少了對其他對手的熱身機會。

唐鵬和江天一同處下線，其中江天一將對二
號種子、國手樊振東，他希望藉比賽催谷狀態，他
稱，自己久疏戰陣只得六成狀態，如何對敵，還需
認真策劃。

黃鎮廷和何鈞傑的內訌，前者坦言對港隊損

失了一個搶分機會，兩者只有一人晉次圈。兩名港
將同處上線，有可能將與國手馬龍狹路相逢。對
此，黃鎮廷感嘆道：“沒想到這麼早就對中國一
哥！”黃鎮廷實力在何鈞傑之上，晉級機會極濃。
總教練陳江華指：國家隊為應付國際乒聯的

賽制來打這外圍賽，他們打完第一階段比賽就完成
任務，這可給中亞球手有爭得奧運名額的機會，是
好事！
而前奧運兼世界冠軍張怡寧，12日任抽籤儀

式的主禮嘉賓。她寄言後輩，希望大家專心完成每
日的訓練，打好每場比賽，過程比結果更重要！而
港將唐鵬賽前也傳來好消息，太太帖雅娜已回家養
病，兒子已踏入第九天乙型流感近乎痊癒，令他可
以安心比賽。他稱，希望兒子來伊館看他打比賽，
因為兒子“是精神意志的泉源”。
里約奧運乒乓球亞洲區外圍賽分三階段，首

階段（13，14日）亞洲東亞、西亞、南亞、中
東等區打出5男 5女單打奧運名額。第二階段
（15，16日）總區賽共爭男女各6個名額，全數
共22個奧運名額。17日為後備賽，即如上述22
位球手有人棄賽時，後備賽的前6名即可遞補參
賽。

住三星酒店贏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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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偉開玩笑：

“古惑佬”鄭伊健、陳小
春、錢嘉樂、謝天華和林曉峰的“歲月友情演唱
會”去年底跑了十幾站巡唱後，相隔3個月，上
周末他們再出動，首站在徐州，新舞台、新run-
down、新歌衫、新舞蹈，全場逾萬觀眾，座無
虛席。
5子為今次巡唱命名“足金金猴升級版演唱

會”，準時晚上7點半開演唱會，甫開場謝天華
單手拉住威也“飛”出場，伊健徒手瀡鐵柱從2
樓跳落地面，型到爆，觀眾驚喜尖叫。除了舞王
謝天華和陳小春在獨唱環節重新編舞又換歌，連
之前主打慢歌的伊健唱《極速》時亦加入新花
臣，與舞蹈員將道具拼合成跑車和鐵甲俠，不斷
變身，非常有趣。而錢嘉樂不再靠彈琴代替唱
歌，今次鼓起勇氣獨唱《笨小孩》和《一起走過
的日子》，得到兄弟們送電單車頭盔打氣。而林
曉峰更將打太鼓表演難度升級，赤膊大晒腹肌和
腰力，觀眾都起哄。他們透露5子計劃相隔20年

再合作拍電影，然後大唱《滄海一聲笑》、《男
兒當自強》、《追》和《當年情》經典電影金
曲，坦言希望拍類似《英雄本色》題材的電影。
適逢當日演唱會監製錢國偉52歲生日，5子率領
全場觀眾講“生日快樂”，慶功宴上再陪他切蛋
糕慶祝。

志偉被記者笑，合照時“媳
婦”王敏奕與曾國祥齊齊現

身，但沒等他這位未來老爺便先行
入場，志偉笑言：“他經常變，我
都不知哪個，講笑啦，開心的，沒
所謂！”

14日是志偉63歲壽辰，但他笑
言譚詠麟年年25歲，他就26歲。問
到生日願望？他坦言希望整個香港
也能夠開心一些。又會否希望兒子
早日成家立室？他闊佬懶理地笑
說：“不管他！”今年生日又如何
慶祝？他表示會在港度過，不會特

別大搞，但靜靜地都應有一百幾十
人。

樂基兒（Gaile）亦是來捧導演
火火場，對方有否邀請演出？她表
示以後的事不知道，但有否興趣拍
戲？她則指未想到這麼遠。提到
《老笠》中有多場血腥鏡頭，Gaile
看慣外國的血腥暴力電影，問為何
不找男友來陪看戲兼護花？她笑
說：“不用，我自己看都好開
心！”崔碧珈穿低胸長裙出席自己
新戲首映，戲中她跟郭偉亮有親熱
戲，她指拍攝時不敢看playback，入

場看到也會遮住雙眼不敢看。
提到二人於浴缸水中“激

戰”？崔碧珈指浴缸很窄，一坐入
去水已全瀉出來，要邊拍邊加水。
但又是否肯全裸上陣？Eric笑說：
“我之前拍《有客到》要露股，
Grace（太太葉佩雯）就話好東西要
留在家，不好給全世界看。”崔碧
珈則謂會看劇本的需要，由公司去
決定。不過Eric苦笑說帶太太看過
《老》片，本來一到親熱場口就遮
她雙眼，她也讚劇情夠“爆”，然
而卻要到日本賞櫻“補鑊”，他指
太太還笑言下次要接齣戲比他的更
大膽。

黃翠如密實變上市千金
同行感意外

）藝人黃翠如父親黃永華
的公司上巿，首日股價勁升，身家賬面至少升了18億，一日
之間黃翠如就變了上巿千金小姐。翠如處理家事一向低調，
所以消息一出令不少同事大感意外。翠如對記者來電恭喜只
簡單回應說：“多謝”，更表示不欲多談，因家人不想她講
這麼多，“家裡的事不講這麼多，不想影響到家人，最緊要
一家人健康平安、開心就好了！”

黃翠如成為富豪之女，不少網友稱蕭正楠“十億駙
馬”，大讚蕭正楠會選，蕭正楠叫大家：“不要好這麼講，
是翠如爸爸的努力，自己對所有事情都不清楚。也不會因此
有壓力，一樣如常生活，都照常捱飯盒，只想多謝世伯放心
將翠如交給他。”黃宗澤（Bosco）與黃翠如一齊拍《幕後
玩家》一劇，Bosco聞訊即恭喜翠如，還說要認識翠如爸
爸，跟他學下做生意之道，希望自己公司的生意將來都可以
上巿！他更要恭喜蕭正楠！不過無意學他找個十億女友，覺
得男人是要自己賺到更厲害。
另外，糖妹黃山怡與J.Arie（雷琛瑜）12日齊出席選民

登記活動，糖妹表示在十八歲已登記成為選民，每年都會仔
細閱讀所有參選人的政綱才投票，希望為社區出一分力。糖
妹回想首次往投票十分緊張，填表格時看得一清二楚，免得
填錯變成廢票。而她居住深水埗區，她建議老人及殘障服務
應該增加。糖妹最近與黃翠如合作拍劇，談及黃父的公司上
市，糖妹指11日晚才一起吃消夜卻沒提起，她笑着表示等
對方配售股份，不過她不懂股票，但12日晚大家又再見
面，打算要翠如請吃消夜。

林家楝、任賢齊
及陳小春12日晚出席電影《樹
大招風》吹風宴，影片上映至
今票房收逾四百萬，家棟希望
有好票房能開拍續集。家棟表
示可能觀眾預期會好激烈以致
會有落差，相信口碑能影響觀
眾入場。家棟在片中的出色演
出，被睇好獲提名來年金像獎
最佳男主角？他說：“這麼多

謝呀？希望三個都有機會角
逐，因為次三個的演出都有別
過往，最希望部戲得最佳剪接
獎啦。”小春表示拍這部戲很
累，因他的角色情緒很高漲。
他又稱要是開拍續集，希望三
人有對手戲。小齊笑問到時三
個大賊怎樣分工？他謂指今次
與新導演合作拍得很過癮，除
了他們好有心機拍攝外，兩位
監製又給他們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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