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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Stanley Cheung

(US 59 South @ Beltway 8)

國際桌球聯會（World Snooker）
主席赫恩英國時間20日說，他相信桌
球未來將成為中國球手的天下，他也
不介意世界頂尖球手全部來自中國。
他在世界錦標賽期間接受新華社

採訪時說：“我願意看到世界排名前
16的球手都是中國人嗎？你們願意看
到比賽在中國球手之間進行嗎？我們
的制度是制定好的，如果他們（中國
球員）足夠好，那是沒有問題的。”
由於丁俊暉去年發揮欠佳，從世

界第一降到第17位，目前中國球員中
排名最高的是中國香港名將傅家俊，他

排名第14位。梁文博現位居第18位。
赫恩談到丁俊暉時說：“丁俊暉

有一天肯定會贏得世界冠軍。他過去
兩個賽季狀態不是太好，但正因為沒
有了壓力，他現在是最具威脅的球員之
一。如果他贏得世界冠軍，將對桌球在
中國的發展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也將
為桌球迎來一個新的時代，會有更多的
中國球員參與這項運動。”

丁俊暉當日在英國謝菲爾德舉行
的世界桌球錦標賽首輪比賽中，以
10：8戰勝英國球手古爾德，闖入16
強；而另一中國球手梁文博則暫以7：

6領先世界排名第五的卓林普。
此外，赫恩當日還宣佈了雄心勃

勃的擴軍計劃，從下個賽季開始，大
型排名賽將從現在的 9站增加到 18
站，總獎金超過一千萬英鎊。
據透露，所增加的排名賽的名稱

將在下周公佈。本賽季的9個排名賽
中，在中國舉辦的有3個，它們是上海
大師賽、國際錦標賽和中國公開賽。
其他6站分別是澳洲公開賽、英國錦標
賽、德國大師賽、威爾士公開賽、世
界大獎賽和世界錦標賽。

積極備戰里約奧運會的中國男籃，在主帥宮魯鳴的帶領下，正在
昆明海埂訓練基地展開緊張而有序的集訓。
中國男籃一行於4月14日抵達海埂基地，主帥宮魯鳴因處理一些

事務，17日才正式與球隊會合。根據訓練安排，本次集訓全隊白天以
恢復性的體能訓練為主，穿插進行戰術演練，晚上安排投籃練習。自
從宮魯鳴接掌男籃帥印後，每年的高原特訓是必備科目。
雖然近幾日昆明氣候宜人，但由於高強度的訓練和高原反應，幾

趟跑下來，隊員們都氣喘吁吁，渾身濕透。宮魯鳴表示，男籃來到昆
明接受高原特訓，目的是以體能恢復為主。“今年休息的時間比較
長，他們也好好的給自己放了個大假，回來之後體能水平、技術都相
對弱一些，精神狀態還可以。”
面對里約奧運會，宮魯鳴表示，備戰的壓力比去年小，“必須承

認，在奧運會上我們是支弱隊。奧運會上我們就是去展示我們的特
色，展示球員們的風采，讓世界了解中國男籃，至於成績我們力爭打
好，只有做好自己才能去爭取取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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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體育會三年內第二次殺入歐聯4
強，在西甲也趁巴塞羅那狂失11分追上

榜首，目前續跟一哥巴塞羅那叮噹馬頭。羅
馬上半季走樣，到2月意甲8連捷殺上第3
位，雖爭標無望，但掌握着歐聯參賽的主動
權。

馬體會西甲連贏 4 場費托都有“士
哥”，當中3場攻入己隊第一球，包括是役
上半場“頭槌定音”，作客力克第5位的畢
爾包1：0。連同歐聯對巴塞羅那，費托各項
賽事連續5仗有上陣下都有入波，是這位32
歲前鋒職業生涯的第一次，而本球季西甲入9
球也是他自2010/11年球季以來最出色的一
季。費托說：“入球幫到球隊拿分數，繼續
接近己隊的目標，我很高興。”

托迪2012/13年球季意甲入球及助攻各

有12次，迎來職業生涯第二春，但近年又再
退居後備，今個球季上陣時間更少，史巴利
堤重掌兵符後更爆發過將帥矛盾。然而這位
已經39歲的意國羅馬老臣連續兩場聯賽立下
大功，幫羅馬連取4分，餘下4輪領先第4位
7分，意甲季席歐聯資格已穩。

托迪日前後備入替攻入逼和阿特蘭大3：
3的一球，今仗主場對拖連奴被換入18秒便
在一次罰球攻勢中近門射入，羅馬在86分鐘
扳平後再過3分鐘，托迪頂住壓力操刀射入
12碼，帶領羅馬反勝3：2。“當我們有麻
煩，最出色的托迪總會在，”但史巴利堤也
坦言，托迪過去的佳績跟主帥戰術安排的取
捨不無關係，但教頭往往會被球迷視為“衰
人”。 ■

歐聯出局、聯賽連續4場失11分，巴
塞羅那21日凌晨來個報復式反彈，作客怒
炒拉科魯尼亞8：0一吐悶氣。
蘇亞雷斯交出4個入球及3次助攻的

神級表現，單場參與了7個入波，“蘇
神”還是西甲本世紀以來的第一人。
巴塞派8蛋後續以較佳對賽成績力壓

馬德里體育會力保西甲“王座”，蘇亞雷
斯並不在乎數據，這位今季西甲入了30球
的烏拉圭球星說：“能在關鍵時幫到球隊
才是最重要，才令我高興。我也是人，不
是機器，我也會犯錯，但現在是否奪冠仍
取決於我們自己。”

另巴塞宣佈，隊內MSN箭頭之一的
尼馬只會出戰今夏里約奧運，不會代表巴
西隊踢6月的美洲國家盃。

■

皇家馬德里憑賓施馬、華斯基斯及莫迪歷入
球，21日凌晨聯賽於主場輕取第4位的維拉利爾3：
0，現於西甲“三頭馬車”中續以1分之差力追巴塞
及馬體會。皇馬首席前鋒C．朗拿度中途疑因傷離
場，葡萄牙“球王”21日晚透過社交網站消除球迷
憂慮，而加里夫巴利亦可復出踢下場聯賽。
C朗在網上寫道：“（我）一切安好，多謝你

們支持。”西甲尚餘4輪，下周中更要接戰歐聯準
決賽，“銀河戰艦”主帥施丹坦白地說：“有時我
會後悔沒早些換走他（C朗），避免這樣的情況發
生。”他認為C朗有時需要更多休息，“但他是個
總希望能上場及為球隊盡力的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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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千嬅
21日聯同《五個小孩的校長》導演關信輝、
編劇張佩瓊、呂麗紅校長到理工大學出席
“塑造品格 共創未來”計劃啟動禮，台上
千嬅分享為兒子丁進諾（Torres）升小學問
題感煩惱，導演關信輝分享母親患癌經過
時，更一度感觸落淚。大會又送上蛋糕為主
禮嘉賓之一的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慶祝生
日。

千嬅接受訪問時透露兒子Torres快將升
讀K2，現正為搵學校問題而煩惱。千嬅表
示現在世界不同了，選學校要考慮好多因
素，她說： “現在小朋友容易被標籤，學
校沒理由全是教天生聽話及say yes的人，有
些所謂頑皮小朋友，只是我不會用對的方法
同他們溝通而且不了解他們，所以他們有情
緒表達就被列入叛逆，這樣好慘，我都在研

究怎麼教孩子。”呂校長指品德是要教，但
小朋友多些好奇是好的，這樣才有創作力。

問到兒子創作力方面如何？千嬅說：
“相信兒子容易被標籤，他創作力非常澎
湃，不過他算乖，只是很多情緒表達。”問
到兒子回學校會否緊張到嘔吐？她說：“我
兒子遺傳自阿媽的耐力，會比較成熟，會表
達，現在四歲，還是小孩子，都會哭，有時
喜歡扔東西，後來看書才知原來是發洩情
緒。”千嬅又指因兒子屬龍，所以挑選學校
競爭大，但她是不會放棄的，亦不會被人動
搖到自己的信念，而她亦不同意贏在起跑線
這句話，因覺得四十多歲還有起跑線。

提到老闆林建岳的“雲吞麵”言論，千
嬅反問：“還說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沒留
意，現在專注兒子的學業，等我研究，下次
告訴你。”

陳嘉桓（Rose）21日穿上露背裙現
身，她透露早前在內地拍攝網絡劇《上山吧！兄弟》，二周的工作天已
告完成，首次演出古裝劇的她，終感受到戴頭套滋味，她表示：“每日
戴頭套十多個小時，搞到很頭痛，至今仍有頭痛，不過最開心是全程以
普通話拍攝，對於我從小到大都有學普通話便大派用場，這個劇會用原
裝聲，無須配音。”Rose坦言酬勞好好，雖然未至於高出香港酬勞很多
倍，但以現今市道，有工開已經好開心，最重要是角色有發揮，同時亦
有助進軍內地市場。

明荃和港鐵主席馬時亨21日出
席活動，司儀要求阿姐來一個

“華麗轉身”，阿姐即請馬時亨陪同
示範，阿姐並抽出5月17日為生日之
星優惠日，可以免費坐地鐵。心思細
密的阿姐即時提問會有多少人受惠，
當得悉每日有500萬人次乘坐港鐵，
而這次活動全年受惠人數只有10多
20萬時直指太少，她索性提出減收
車資，可以多幾百萬人受惠，馬主席
便說：“我都同意，果然是人大政
協。”

阿姐繼續不吐不快地說：“我
是來給意見，不想浪費時間，我也會
同特首講，現在衣食住行都貴，最好
每個月市民出糧翌日可以有免車資的
優惠，這一來便能夠刺激大家外出消

費。”馬主席表示會交由行政人員去
想，阿姐笑問對方是否後悔請她到
來，全場大笑。之後，馬主席向阿姐
送上穆桂英造型的氣球公仔，阿姐又
獲歌迷送花。

阿姐表示平日偶然會坐地鐵，
因香港地方常塞車，又難泊車，搭地
鐵便容易掌握時間，她又指自己不需
喬裝坐港鐵，因沒人理她，大家只顧
望手機，除非認出是她才會被集郵，
但大家都好急似的。阿姐又指港鐵車
資高，搞這些生日獎活動支出大亦不
是人人受惠，倒不如減車資，出糧翌
日免費搭車可以有助港人消費，老人
家都開心。(應該找你做智囊團？)阿
姐表示：“是急市民之急，政府都有
份。”

說到Viu TV已正式開台，阿姐
表示沒有看過，也不知如何開啟來

看，如果有時間都
會看，（Viu TV節
目有不少是非？）
她說：“可能是風
格，初初是這樣，
（無綫有壓力？）
歡迎多個台，有好
節目才可以一同競
爭，無綫都加強攻
勢，宣傳都好厲
害。”

一身火紅貼身裙打扮的徐子珊、郭
偉亮21日為法國時尚精品擔任揭幕嘉賓，其他到場城中名人有Danielle
Graham、丁子高等。
大會事先張揚子珊會以性感火辣示人，可是僅露肩的她令人失望，

子珊笑言：“性感是見仁見智，現在都好辣，但就不明白大家以火辣和
性感去形容我，自己向來是男生樣子，
身材亦達不到性感指標，(女生有豐滿
上圍才叫性感？)女生很少看女生性
感，我心目中女神是吳家麗，她舉手投
足都能散發出女人味，但我就做不到。
就像之前跟曾志偉合作拍戲，他要求我
做一個性感撥秀髮動作，NG四五次依
然達不到他的性感要求，最後他叫我回
家練習，都只能有些微改進。”問到有
否男士嫌她女人味不足？子珊即說如果
有男生這樣說，她肯定一腳踢開他們。
子珊在歌曲《Hit me》一曲中的扭

臀誘人動作依然令人印象難忘，她笑言
已不敢再做扭臀動作，重看都覺得好
笑。子珊說：“不過有不少客戶都想我
唱這首歌，最搞笑是距離除夕倒數尚有
很長時間，但已有人斟洽問價表演唱歌
跳舞，我仍未落實答應。”

周麗淇(Niki)21日穿上低胸連身花
裙，出席有份投資的髮型屋舉行的活動，好友何嘉莉及楊小娟都有出
席。Niki表示很欣賞花藝師鄭蘶（Kirk Cheng）幫店舖設計的大型花卉
裝飾，並希望將來能與不同的設計師合作。
提到市道不景，Niki說：“去年業主加了一倍租，所以是滴血續

約，希望今年可以減回一倍。”她又稱現時都算收支平衡，而她同拍
檔都想幫人，製造多些就業機會，因她的店裡都有不少員工。問到會
否以藝人身份同業主談減租？她笑指業主不會理會租客是誰，但目前
正在商量，希望能酌情減租。問到她可會邀請朋友入股？她說：“不
想和熟人做生意，怕有爭拗。”談到感情生活，Niki表示都是工作，感
情隨緣。
同場的何嘉莉透露最近幾年忙於服裝設計，她表示近日多了時間

教導兒子，兒子經常同她講想要個弟弟或妹妹，她也有考慮過，但一
切還是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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