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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總盃8強
爆冷踢走

任務重 全力衝

艇今季常規賽鬥拓荒者取得3勝1負佳績，但
主帥李華士仍不敢掉以輕心。他說，拓荒者

的後衛利拿特與麥高林非常傑出，教練史托斯也非
常擅於調度及運用非主力球員。他續指出，拓荒者
本球季進步神速，快艇要首圈突圍，恐怕沒那麼容
易。

此外，NBA官網16日公佈4月最佳教練，東
岸是印第安納溜馬的禾基爾，西岸則是李華士。4
月常規賽，快艇獲6勝1負，雖只有2場拿過100

分，但團隊靠防守壓制對手的平均得分和命中率只
有94.1及40.6%。

另方面，NBA的球會老闆已投票同意在球隊
戰袍上印廣告，會在2017/18球季開始執行，試行
3年。廣告的大小位置都有要求，包括長、闊不得
超過6.35厘米，且只能放在胸前左上角。

■

）16
日展開的本地足總
盃八強爆出大冷
門，港超“一哥”
東方以0:1不敵元朗
慘遭淘汰；踢出今
季最漂亮一仗，元
朗主帥馮凱文賽後
認為有助增強球隊
信心，相信球隊可
以護級成功，甚至
在盃賽創一番成
績。

東方季尾陷於
低潮，雖然上仗大勝元朗於聯賽保持
優勢，不過今仗面對同一對手卻未能
將氣勢持續，強陣出擊下卻早於19分
鐘先失球，元朗盧斯安奴把握一次門
前混戰的機會近門建功。換邊後，東
方雖換入基奧雲尼加強鋒力，不過攻
勢未見改善，反而元朗的突擊更具威
脅，最終元朗以1:0小勝東方，爆冷晉
身足總盃四強。

近四場輸三場，緣盡三項錦標，東
方主帥陳婉婷坦承球隊發揮未如理想：
“迪高早段傷出打亂了部署，其後失球
後更未能找回節奏，連續失去三個盃賽
當然失望，不過聯賽冠軍才是我們的最
大目標，會集中精神應付聯賽。”

而元朗教練馮凱文則稱讚球隊踢
出鬥心，尤其是防守極為集中：“之
前對東方均落敗而回，今仗證明我們
有一拚之力，增強了球隊對護級及盃
賽的信心。”

16 日
凌晨法國
甲組足球
聯賽，第2

位的里昂主場逼和賽前只
在第4位落後己隊2分的
尼斯1：1。

里昂上半場有球員被
逐，主隊球迷疑是不滿球
證判決，怒將紙碎狂掟入
球場，引致滿地紙碎，賽
事在70分鐘一度受阻暫
停，要當局派員清理。

比賽重開後，里昂於
82分鐘追和，保住1分，
最後4輪的保前三歐聯任
務還未完。

歐聯4強日前抽籤，首闖此項歐洲頂級
足球賽準決賽的英超豪門曼城將鬥西甲班
霸皇家馬德里。今夏會被撤換的曼城領隊
柏歷堅尼揚言不怕皇馬，“若我們踢出平
時的實力，有贏波機會。”
他坦言自己更驚巴塞羅那，始終近年

曾兩遭巴塞淘汰。他對2009/10球季拿到
96分但沒奪冠終被皇馬炒魷耿耿於懷，
“當時有75%皇馬迷不想我走。”皇馬主
帥施丹強調抽到曼城非上籤，“之前你們
說過禾夫斯堡是弱旅，結果也看到（己隊
要連追三球才反勝）。”

中國女子沙灘排球隊主教練繆志
紅16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國女子沙排備戰里約奧運會(里奧)
的困難大、任務重，目前薛晨/夏欣
怡和王凡/岳園兩對組合正在全力爭
取奧運席位。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2年
倫敦奧運會上，薛晨/張希分別獲得
了銅牌和第四名。但是，名將張希在
2013年選擇退役，現在只有19歲的
夏欣怡成為薛晨的新搭檔。在廈門進
行的國際排聯世界巡迴賽廈門站比賽
中，薛晨/夏欣怡止步16強。

繆志紅說：“今年她們碰到了比
較大的困難。薛晨因為受傷去年沒怎
麼比賽，她們積分比較少。手術之
後，薛晨的狀態恢復還不錯，但是隊
伍還在新老交替之中。”
繆志紅半開玩笑地說，本來希望

用3年的時間給夏欣怡“拔苗助長”
來完成奧運任務，但是，因為薛晨受
傷，這個計劃也被打亂了。“夏欣怡
(去年)耽誤了1年，沒有高強度的對
抗，等於時間又少了1年。”繆志紅
表示，作為年輕隊員，夏欣怡已經非
常盡力。

早在上世紀60至70年
代糖尿病已被視為“富貴
病”，一般認為是有錢人
才會有的疾病。時至 17
日，不單止不富貴的人士

也容易患上，連年輕人甚至青少年也有
機會患上，而且患病率正不斷上升。

個多星期前香港新聞也就着糖尿病
這個議題而提出香港是否應該徵收糖
稅，藉此幫助遏止經常導致糖尿病的肥
胖問題繼續惡化。事實上，徵收糖稅不
是天方夜譚的。據報道，英國政府擬於
2018年4月起向飲品製造商開徵“糖
稅”，因為英國肥胖問題日趨嚴重，據
估算，2013財政年度英國因為治療跟肥

胖有關的疾病花逾50億英鎊，佔公共醫
療總開支約4%。如果香港的肥胖問題
繼續惡化，到時可能要仿效英國加徵糖
稅。

糖尿病的確成為香港一個新晉的疾
病，據衛生署估計，2014年香港有超過
33萬人確診患有糖尿病，佔總人口的
4.8%，如果把那些未確診的病患者計算
在內，本該患糖尿病的人口可能達到
10%，約70萬人。

這個數字的確嚇人。由於糖尿病有
機會引發不同的併發症，包括心臟病、
中風、腎病等，令整體的醫療開支百上
加斤。

另一更令人擔憂的是糖尿病患者有

年輕化趨勢，衛生署顯示二型糖尿病的
兒童發病率在10年間急增了12倍。
糖尿病不單止是香港問題，它是全

球性問題。在今年4月9日的一期《刺
針》雜誌的社論專題中，更以〈緊急呼
籲全球起來打擊糖尿病〉為題，指出糖
尿病在全球引起的嚴重問題。
相信大家都知道，打擊糖尿病的積

極方法是教育我們年輕的一代，培養他
們健康的飲食、積極參與運動的習慣，
高糖高脂或高鹽的飲食習慣再加上運動
不足，是造成肥胖和糖尿病的主要幕後
黑手。

香港劍擊隊16日
在無錫舉行的亞洲錦標
賽再添兩面銅牌。由新
任亞洲一哥張家朗、師
兄張小倫、崔浩然組成

的香港男子花劍隊，在4強面對衛冕的
國家隊，港隊以22:40敗陣，在不設季
軍戰下，港隊取得一面銅牌。另外，
香港女子重劍隊在4強同樣面對國家
隊，最後以15:45落敗，為港隊增添另
一面銅牌。

NBA巨星高比退役成為這兩天籃
球界的大事件。作為與高比同在1996
年進入NBA聯盟的球員，現効力於
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北京首鋼隊的
馬貝利16日也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他

表示，希望自己能帶着CBA總冠軍向
球場告別。 ■新華社

世界羽
聯超級系列
賽之新加坡
公開賽16日
展開各項四
強賽，其中
在男單比賽
中，香港小
將伍家朗未
能繼續爆出

意外賽果，以20:22及16:21不敵韓國
球手孫完虎。至於國手林丹在另一場
四強賽，就以局數1:2，不敵印尼老將
索尼，無緣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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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國際電影
節開幕當天，由金像獎最佳導
演梁樂民、陸劍青執導的警匪
巨製《寒戰2》主創人員穿戲
服亮相“全程預警”發佈會，
郭富城、梁家輝、楊采妮、文
詠珊、周潤發、楊佑寧、吳
樾、范志博等群星悉數到場。

郭富城率領的香港警隊
登場時更是氣場逼人，引起現
場尖叫連連。《寒戰2》將於
7月8日正式公映。趁幾大主
演同台之時，發佈會現場還曝
光了一組人物海報。

現場有記者問發哥為何
連續穿“露腳踝”的褲子登
台，幽默的發哥立刻表示，這
是有關單位幫忙準備的，自己
只是沒拒絕而已。他更是主動
調侃稱，穿上感覺好像劉德
華，一點也不習慣，不過大家
喜歡就好。

發佈會上，郭富城和梁
家輝兩位不僅身穿警服，整個
氛圍也沉浸在戲裡，全程緊
繃，呈現出劍拔弩張的對峙
感。較之《寒戰》，續集中的
人物關係更加複雜，謎團也更
加撲朔。

日本熊本縣發生7.3級地
震，造成34死逾千人受傷，旅
日香港藝人陳美齡前返港於浸
會大學教授傳理系，16日她接
受傳媒訪問，亦非常關注目前
熊本情況，她透露收到住在當
地的粉絲報平安，但他們表示

心情惶恐擔心會繼續有餘震，
未敢入眠，她唯有安慰粉絲，
並送上其照片作“定心符”，
她又稱香港人會為他們祈禱和
打氣。

陳美齡去年曾到訪熊本縣
阿蘇村，當地以旅遊業為主，
但之前阿蘇火山爆發後，已令
阿蘇村旅遊生意大受影響，她
也曾為居民打氣，想不到當地
今次更受地震影響。

另外，熊本出身的女歌手
森高千里，15日雖在個人網站
報平安，指居住當地的家人安
全無恙，但對天災大感震驚。

森高稱地震後不久無法致電回
家，及後才接到母親來電，並
經社交網站才聯絡得上兄長一
家。她續指熊本並非地震帶區
域，“當搖晃時雙親都很吃
驚，相當恐懼。家中的櫃子、
食具和油畫等全掉到地上⋯⋯
從電視播放的地震狀況，我感
到相當震驚。”男星高良健吾
也在網上留言，希望能對故鄉
做點事。可是住在熊本的性感
女星井上晴美便慘了，她自爆
家中近乎“全毀”，又因等不
到救援物資而要潛入友人家的
廚房找食物。

韓國型男蘇志燮來港，專程
出席 16 日 i.t 旗下首飾品牌活
動，超過5百位粉絲一早到場等
候見偶像，將商場擠得水泄不
通，當蘇志燮出現在粉絲面前，
現場尖叫聲此起彼落。

蘇志燮16日於十多名保安
及助手護送下亮相活動，他身穿
黑西裝架墨鏡型爆登場，但他亦
表現親民，到台即脫下墨鏡又向
粉絲們揮手打招呼，大會又安排
他頒獎給玩遊戲的得獎者，最後

還跟大家合照。
蘇志燮出席首飾品牌活動，

司儀宋芝齡便問他感覺首飾對女
生是否重要？他指如要問首飾是
否重要，他倒覺得是看首飾戴上
身是否合襯更為重要。又問到他
在劇集《Oh My Venus》中演健
身教練，角色又有否難度？他答
謂：“做健身時要節食，如果是
自己練不會太難，但要幫人去練
就有難度，好彩是有教練在旁邊
幫手的。”他也坦言希望未來有
更多好劇集給大家欣賞，最後他

以普通話說“謝謝”，以答謝粉
絲對他的支持，之後便離開，全
程只逗留了8分鐘。

《賞金獵
人》獲第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
選為推薦電影，戲中演員李敏
鎬、鐘漢良、吳千語、唐嫣、
徐正曦及樊少皇出席開幕式行
紅地毯。李敏鎬與鐘漢良更成
為嘉賓之一，介紹競賽環節
“天壇獎”入圍電影名單。

韓國男星李敏鎬在紅毯上
自我介紹時，亦字正腔圓以普
通話介紹自己，此外他亦自爆

除了學習對白以外，另一句學
得最好的普通話，就是“傻
瓜”！不過當司儀要求他再多
講一些較複雜的中文時，他即
以求饒的表情向劇組求救，場
面搞笑。

吳千語以性感透視裝上陣
成為全場焦點，不過由於現場
位處近郊位置，風勢很大，所
以千語坦言穿上這襲裝束，令
她覺得像沒穿衣一樣冰冷。

一個走上紅毯的《寒戰
2》劇組以郭富城、梁家

輝、周潤發的配置引來了一眾
粉絲尖叫，發哥攜發嫂一同出
席卻仍不改“搞笑”風格，調
侃、玩笑、賣萌、自拍輪流上
演。郭富城則被現場記者封為
“耍帥男神”，不僅“搶”來
梁家輝的墨鏡自戴，更是頻頻
蹙眉扮奸笑放電。

此外，陳奕迅、李敏鎬、
克里斯托弗．瓦爾茨、阮經
天、關錦鵬、劉燁、張靜初、
鐘漢良、郝蕾、唐嫣、張靚穎
等也接連登台。

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奧斯
卡影后妮妲莉寶雯（Natalie
Portman），當年憑借《這個殺
手不太冷》一炮而紅的小姑娘
現今已成長為美國新一代導
演，今次她帶來自己執導的處
女作《愛與黑暗的故事》。妮
妲莉在開幕式典禮上與劉燁搭
檔主持引言環節，並被劉燁調
侃稱：“從小看她的戲長大，
結果她還沒我大。”

開幕式典禮以“北京邀請
你”為主題，在極致創意和唯

美格調的光影盛宴中向全世界
發出邀請。據悉，今次開幕式
分為“致電影”、“致北
京”、“致時代”、“致觀
眾”4個篇章，以電影敘事和有
故事的舞台為創作原則，歌舞
匯演結合儀式典禮。
較之去年，今年的電影節

更多致力於營造全場熱力狂歡
的互動氛圍，不僅融合了花車
表演、大型道具、動感雜技、
百人舞蹈等元素，更是打破舞
台第四堵牆，將觀眾席變為主
秀場。

在開幕式典禮的“致敬觀
眾”單元，陳奕迅以回憶為線
索，引領觀眾逐步走進電影的
世界，講述電影相伴人生的溫
暖故事，現場不斷閃過觀眾熟
悉的經典電影畫面。
此外，美國童星Lexi Walk-

er搭檔中國歌手甦醒，演唱電影
《冰雪奇緣》主題曲《Let it
Go》，同時百名身穿滑雪服的
兒童徜徉在冰雪世界的舞台
上，他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
共同為2022北京冬奧會送上祝
福。

城城城城
耍帥

搶家輝墨鏡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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