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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逃出鬼門關的前波蘭F1車手
古比卡（見圖），今年將復出賽車場
加盟雪鐵龍車隊，參加歐洲和世界
拉力賽。古比卡2年前在意大利參加
拉力賽時，遭遇嚴重車禍重創，險
告一命嗚呼，經過多次手術和復康
後，這名曾 力寶馬沙巴和雷諾F1
車隊的車手決定下月重返賽車場，

於葡萄牙展開世界拉力賽WRC2組
賽事。
古比卡昨日在車隊聲明中表示：

「現在我真的很高興可重返高水平賽
車運動，我等不及開始比賽，但我
沒有為自己定下任何目標，我在拉
力賽仍有很多需要學習和改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賽艇隊赴澳訓練參賽
香港體育學院新艇倉將於下月正式開幕，賽艇

隊日前特意於艇倉舉行2013年度開操儀式。新一
年的訓練剛展開，港隊昨日已遠赴澳洲進行為期
3周訓練。同時，港隊亦會出戰當地舉行的公開
錦標賽及2013年賽艇世界盃的首場賽事。港隊將
派出「賽艇孖寶」駱坤海及梁俊碩出戰男子組賽
事。至於女子組方面，則由李嘉文帶領參戰輕量
級單人艇項目。

單車隊誓保亞錦賽獎牌一哥
香港單車隊共派出26名選手出戰2013亞洲單車

錦標賽暨亞洲青少年單車錦標賽，今屆賽事將於
印度新德里舉行，港隊期望於今次賽事力爭衛
冕，使港隊穩佔亞錦賽獎牌榜的「一哥」地位。
亞錦賽結束後，隊員們將分別於本月13日、17日
和18日返抵廣州。

女籃高級組銀牌賽開鑼
2013年度香港銀牌籃球賽女子高級組賽事今日

將於士美非路體育館開鑼，頭場在晚上7時正式
展開，由奪標大熱的福建對七喜。尾場將於晚上
8時30分展開角逐，由荃灣出戰安邦。2場賽事均
免費入場。

乒隊意青少年賽摘6牌
在意大利利尼亞諾舉行的2013年「意大利青少

年公開賽」於3日落下帷幕，港隊在決賽日上演
的U15女單決賽及男、女團體賽中，增添金、
銀、銅各一面，連同早前在U18單項所奪得的1金
2銅，港隊在此站共奪2金1銀3銅，收穫豐富。稍
後，港隊大軍將會轉戰法國，角逐本月6至10日於
梅斯舉行的「2013法國青少年公開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舒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丹麥甜
心」禾絲妮雅琪、溫網女單亞軍拉雲絲
卡及昔日2位男子名將蘭度與麥根萊，昨
日在亞博館上演「世界網球日」表演
賽。中國金花李娜因未傷癒退賽，前世
界一姐禾絲妮雅琪成為賽事焦點，不過
被問到網球以外的感情事時，她只笑而
不答。但在表演賽，禾絲妮雅琪發揮搞
笑本色，笑爆全場。

闊別香港網球迷2年的禾絲妮雅琪今次
再度來港，外界都對其戀情感到興趣。
被問到其高爾夫球一哥男友麥基爾羅伊
為何未有隨她來港時，這位丹麥美少女
只哈哈笑了，不再說下去。至於取代李
娜參賽、首次訪港的波蘭球手拉雲絲卡
則表示未有太多時間在香港到處走走，
她續稱與禾絲妮雅琪已認識15年，但在
球場內交手時，一定全力以赴。

教出得意弟子梅利的蘭度，被問到有
何秘技令梅利近期成績有所突破時，蘭
度一本正經說：「梅利取得成績，根本
就沒有甚麼秘技可言，只能說是苦練。」
不過，蘭度認為拿度近日復出並拿下2項
錦標，對梅利而言有正面的影響。
另外，蘭度在昨晚對麥根萊的8局制賽

事，以5：8落敗，而禾絲妮雅琪則以總盤
數0：2負於拉雲絲卡。比賽休息時間，禾
絲妮雅琪及拉雲絲卡邀請主裁判和小球僮
跳舞，大搞氣氛。第2盤，禾絲妮雅琪更
找來現場球迷代打，認真搞笑。

古比卡復出征拉力賽

爭亞協首勝
挑戰拉迪恩曾

雅
妮
慨
嘆

高處不勝寒，身為高爾夫球界「一姐」
的曾雅妮，日前竟嘆「一姐」寶座寂寞難
坐。目前「一姐」地位受到威脅的曾雅妮
坦言，萬一失去高爾夫球「球后」之名，
自己不僅不難過，反而會無「名」一身
輕，可以再無壓力地享受每一場賽事。
穩坐「球后」地位超過2年，但曾雅妮

近期在高球界的「一姐」地位受到動搖。
韓國球手崔蘿蓮和日前拿下新加坡匯豐錦
標賽冠軍的美國好手路易斯，正迅速拉近
與曾雅妮的積分差距，使曾雅妮隨時失去
世界第一的榮譽。不過，曾雅妮日前卻開
腔指，歡迎其他球手搶走她的「一姐」地
位：「我不在乎失去世界『球后』寶座。
我現在不是真的很在乎當世界第一，我只
想開心打球。」

1年來無冠

經歷2年時間，世界「一姐」的地位似
乎沒有想像中「過癮」，日前的訪問中，
曾妮雅更大呻「一姐」之苦：「做『球后』
是非常難受、非常寂寞，沒人了解妳的感

受。大家都想取代妳的地位，但沒
人知道這有多難受。」曾雅
妮自從去年3月後，便沒
贏過任何盃賽，她寄望能
於今季逐漸找回最佳狀
態。對於現時「一哥」
麥基爾羅伊日前在本
田精英賽中陷入低
潮，曾雅妮更加感同
身受，她力挺麥基爾羅
伊表示，有信心對方能
重整旗鼓，作強勢反
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正為護級拚

命的日之泉晨曦，今日將轉戰亞洲足協盃F組
賽事，作客馬爾代夫挑戰拉迪恩，賽事於香港
時間晚上7時舉行。首次領軍踢亞協盃的主教
練招重文賽前表示有信心贏波而回，但要球員
避重就輕，以免受傷影響到聯賽的搶分任務。
晨曦繼07年後再次晉身亞洲足協盃，今屆被

編入F組作賽，同組對手包括拉迪恩、緬甸球
隊仰光聯及印尼球隊佩斯寶。晨曦日前抵達馬
爾代夫後，隨即拉隊到比賽場地進行操練，除
了適應場地、環境和天氣外，亦希望透過練
習，檢視球員的狀態和默契，並且擬出陣容初
稿、戰術，為今場賽事作準備。
招重文指出球隊目標仍是以甲組聯賽位置為

先，至於亞協盃只有盡力而為。他進一步說：
「球隊今仗失去主場之利，而且了解對手踢法
比較粗野，但為了聯賽，今仗首要避免受傷，
可是能贏的一定想贏。回港後接下來都是地獄
賽程，亦是護級關鍵時刻，所以保持體能和狀
態是十分重要。」

比賽狀態佔優

晨曦今仗作客出戰拉迪思，將會
先做好防守工作，加強中場力
量，爭取主動權，希望可搶得中
場優勢，支援前線的攻擊力。事
實上，甲組聯賽已踢至季中，
晨曦的比賽狀態肯定較尚未
開咧的拉迪恩優勝，加上客
軍最近取得聯賽2連勝，信
心不俗，惟晨曦球員只得
羅拔圖曾踢過亞協盃，
故今次旨在吸取大賽經
驗。

禾絲妮雅琪搞氣氛笑爆全場

季初，熱火兩度以
20分之差慘負紐

約人，周日第3度交戰，熱火在上半
場落後16分，不過下半場展開後，
熱火球員開始發威，在第3節將差距
收窄至4分。戰至最後一節，占士連
續射入2個3分球，為熱火追成79:79
平手，並在關鍵時刻把握紐約人傳
球失誤，成功偷球後飛身入樽，終
為熱火今季首勝紐約人，追平球隊
在2004/05年球季創下的最長14連勝
紀錄。占士全場貢獻29分、11個籃
板球和7次助攻，加上韋迪有20分、
8個籃板球和8次助攻，而紐約人球
星安東尼則摘得全場最高的32分。
韋迪形容今場是熱火全季最刺激

的勝仗，他說：「我們今季曾要打
至2次加時才獲勝，但今仗可能是整

季最刺激的一役。今場是最具挑戰
性的賽事，他們今季兩度擊敗我
們，是役在上半場亦領先16分，故
我們需要找出方法爭取勝利，這真
的很棒。」占士賽後也說：「我們
顯示出能與他們周旋，能夠與東岸
和西岸最強的球隊對抗。即使今晚
我們身處落後雙位數字的逆境，但
我們均認為今仗是我們今季其中一
場較佳的勝仗。」

占士考慮魔術手重金邀請

日前「魔術手」莊遜居然開出100
萬美元條件，力邀登陸聯盟10年來
從未參加過全明星周末派對花式入
樽賽的占士參賽，對此「大帝」表
示：「我目前還沒有回覆(他)。每年
我都會去想這個問題，告訴他我會

再與他通話。」
另外，紐約人主帥活臣周日透

露，將與老將堅仁馬田續簽一紙10
日合約，雖然這名前鋒在此前的10
日合約中，首一周內只曾為球隊對
巫師一仗上陣5分鐘，但紐約人總經
理根華特透露希望堅仁馬田可在餘
下球季留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衛冕總冠軍熱火在周日的東岸大戰成功復仇，作客以99:93擊敗紐約人，今季第3次交手終

於贏回一仗，並追平球會史上最長的14連勝紀錄，賽後「大帝」勒邦占士和韋迪均滿意球隊

今仗表現，雙雙指出今場是最刺激的一場勝仗。

洛杉磯2支球隊湖人及快艇周

日在主場各見勝負，湖人憑藉高

比拜仁獨取34分，當中在完場前

9秒成功上籃，最終在主場以

99:98險勝鷹隊，時隔2個多月

後，勝率首次達至5成；而快艇

則以104:108惜負雷霆，今季3次

對戰全敗。

拜仁是役再次扮演「關鍵先生」

角色，在最後一節拿下11分，包

攬球隊最後2分鐘內所有得分，

結果率領球隊以1分之微險勝鷹

隊，將戰績改寫為30勝30負，自

去年12月28日後，勝率重返一

半。拜仁賽後說：「我只需要去

進攻，進取和打得體力化，結果

奏效。這是給己隊球員一個訊

息，要有這種決心和渴望去完成

比賽。」

至於同市球隊快艇則在對雷霆

的西岸大戰中，飽受犯規之苦，

4名快艇球員在下半場受個犯纏身

困擾，前鋒格里芬更在完場前59

秒6犯離場，全場貢獻29分的雷霆

後衛韋斯布魯克賽後說：「這對

我們來說是一場非常棒的客場勝

利，是場季後賽級別的肢體對抗

比賽，我們贏出真是太好了。」

火箭主場大炒小牛

另外，火箭周日在「得州打

戰」火力全開，主場以136:103

大炒小牛，前鋒柏臣斯全場13次

起手僅失1球，轟進全場最高的

32分，而林書豪和夏頓這對後場

拍檔則各有21分進賬，平分春

色。小牛球星魯域斯基全場遭到

火箭針對性防守，結果是役只得

8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湖人獵鷹勝率重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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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二賽程
(香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客隊
76人 對 塞爾特人
○雷霆 對 湖人
●帝王 對 金塊

NBA常規賽周日賽果
紐約人 93:99 熱火
快艇 104:108 雷霆
巫師 90:87 76人
魔術 82:108 灰熊
帝王 119:83 山貓
火箭 136:103 小牛
馬刺 114:75 活塞
溜馬 97:92 公牛
湖人 99:98 鷹隊
○now635台10:30a.m.直播
●now678台11: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安東尼(中)遭占士和熱火前鋒基

斯安達臣夾擊。 路透社

■占士透露正考
慮是否參加入樽
賽。 法新社

■占士入球後表
現興奮。路透社

■拜仁(中)無懼祖舒史密夫封阻單手入樽。

法新社

■曾雅妮只希望開心

比賽。 資料圖片

■晨曦賽前到比賽場地作適應性訓練。

■左起：麥根萊、禾絲妮雅琪、拉雲絲卡

和蘭度昨日出席賽前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禾絲妮雅琪以2盤4:6落敗。 新華社

■梁子駿近況不

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