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39 ■責任編輯：朱凱勤 ■版面設計：鄭世雄文匯體育 世 界

憑藉核心球員占士獨得33分的表現，衛冕冠
軍熱火12日以118:95的比分擊敗了東岸弱旅公
鹿，重新回到了勝利的軌道上。湖人12日迎戰新
奧爾良鵜鶘時，表現出了極強的求勝慾望，從始
至終保持了大幅領先，最終以116:95擊敗對手，
報了9日客場不敵鵜鶘的一箭之仇。

取勝之後的熱火戰績上升為5勝3負，排在東
岸第二位。後備出場的比斯利表現搶眼，他在20
分鐘的上場時間內12投8中拿到19分，個人職業
生涯總得分也達到5000分以上。

湖人希爾創造職業生涯得分新高，奪得 21
分，另貢獻11個籃板和2次助攻。

雖然高比和拿殊都沒有上場，但是這支年輕
的湖人隊已產生強烈的化學反應，無論是極
具侵略性的進攻，還是反應迅速的防守，

都完成得酣暢淋漓，這是上賽季湖人一直渴望打
出的效果。

本場比賽後湖人戰績為14勝5負，如能繼續保
持這種狀態，湖人本賽季仍有不錯的前景。

■新華社

達拉斯小牛核心前鋒魯域斯基在12
日小牛與巫師的比賽中得到了19分，
從而使自己的職業生涯總得分上升到
25197分，超越了湖人名宿韋斯特的
25192分，升至NBA歷史總得分榜的
第16位。

小牛主教練卡萊爾在賽前對於魯域
斯基本場超越韋斯特總得分非常有信
心，他說：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無論從他職業生涯的長度，或是他保
持高水準的專注程度，還是他的工作
態度來看，這都是一個偉大的成
就。」

現年35歲的魯域斯基已經在小牛
力了16個賽季，他的下一個目標將是
總得分為25279分的米拿。如果保持
旺盛的得分勢頭，那麼 「魯天王」 將
有可能在本賽季超過總得分為26710
分的羅伯特森，殺入NBA歷史得分榜
前十位。 ■新華社

小威在2012下半賽季的完美表現讓人們更加期待她在2013

年初澳洲賽季的發揮。不過，就像12個月之前一樣，阿扎倫卡

再次統治了開局階段的2013賽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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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火 湖人大勝對手

■■小威如願奪取兩屆法網冠軍小威如願奪取兩屆法網冠軍。。法新社法新社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主席約
翰·費伊說，他相信國際單車運動聯盟
的新領導者將在數周時間內建立起一
個獨立委員會，去調查這項運動在過
去被興奮劑侵蝕的情況。

費伊說，英國人庫克森在9月擔任國
際單車聯盟新主席後，已經和世界反
興奮劑機構進行了多次溝通，國際單
車聯盟表示願意和WADA一道推動反

興奮劑的進展。
「我相信，在幾周內，這個委員會

就成立。」 費伊12日在約翰內斯堡舉
行的世界反運動禁藥大會上說，目前
還有一些工作需要完成。 「這已經引
起了很好的反響。」

身陷興奮劑醜聞的車手岩士唐也被
邀請加入這項獨立調查。

■■新華社

澳博
支持德利賽車隊
香港文匯報訊 澳門博彩股份

有限公司（ 「澳博」 ）贊助德利
賽車隊參加第六十屆澳門格蘭披
治大賽車。

德利賽車隊與澳門格蘭披治大
賽車結緣自其創始人葉德利。葉
德利於1956年至1975年期間以
車手的身份參加了11次澳門格蘭
披治大賽車賽事，其後直至1992
年，他繼續以車手或車隊贊助人
的身份參加澳門大賽車，並合共
奪得六次冠軍。葉德利對澳門賽
車運動有傑出的貢獻，在澳門享
有 「格蘭披治先生」 的美譽，澳
門的大賽車博物館也特設專區紀
念他卓越的成就。

小葉德利安排德利賽車隊於澳
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慶祝六十周年
時重返澳門賽車壇，藉此向他的
父親致敬。兩位年輕車手林恩
（Alex Lynn） 和 奧 亞 （Lucas
Auer）將參加本屆的三級方程式
大賽，標誌德利
賽車隊21年後重
返澳門賽車壇。 德 利
賽車隊曾先後於賽事中六次奪
冠，而今年剛好也是冼拿（Ayr-
ton Senna）於1983年代表德利
賽車隊勇奪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首屆三級方程式大賽冠軍的30周
年誌慶。

梁文沖 張連偉
角逐香港高球賽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排名第一

的高爾夫球手梁文沖，將於下月
與一眾中國高球手參加香港高爾
夫球公開賽。自比賽成為歐巡賽
賽程其中一站後，已連續第13年
落戶香港高爾夫球會。這項歷史
悠久的公開賽亦同時是亞巡賽賽
程中的重要一站。

梁文沖是唯一一位曾打入世界
高爾夫排名首 100 位的中國球
手，但成績最近回落至第 131
位。他將聯同去年在香港高爾夫
球公開賽首兩輪賽事中有出色表
現，最終並列第15位的張連偉一
同出賽。

在2007年成為首位亞巡賽獎金
王的中國選手梁文沖說： 「粉嶺
高爾夫球會在中國高爾夫歷史中
有深遠意義。香港公開賽是一項
很獨特的賽事。舊球場本身對我
有很大吸引力，我很享受在這裡

比賽。自我轉打職
業賽以來，我
一直有出戰
香 港 公 開

賽，我很期待
再次重臨。」

體壇連線

WADA將啟動單車反興奮劑獨立調查

WTA官網回顧2013女子網壇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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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由於傷病困擾中途退出了布里斯班站的爭奪，
但阿扎倫卡的澳網備戰並未受到影響，來到墨爾

本的白俄羅斯人迅速找回了狀態，準決賽苦戰力克斯蒂
文斯，決賽三盤逆轉李娜，阿扎倫卡拿到了職業生涯第
二座大滿貫的單打冠軍。

隨後阿扎倫卡將勝利的腳步延續
到了中東賽季，這一次白俄羅斯

人在多哈戰勝小威實現了衛
冕。

阿扎倫卡並不是唯一
一 位 完 美 開 啟

2013賽季的球員，小威、拉雲絲嘉、巴特爾以及克維托
娃分別稱霸了布里斯班、悉尼、巴黎和迪拜的頂級巡迴
賽。

澳網準決賽負於李娜的舒拉寶娃(舒娃)在三月份的北
美硬地賽季找回了自己的狀態，自從2006年稱霸印第安
維爾斯之後，舒拉寶娃一直與此站冠軍絕緣，這一次俄
羅斯人沒有再次失望，她以未失一盤的完美戰績重奪巴
黎銀行公開賽的冠軍。

舒娃無法破樽頸
但隨後出戰邁阿密的舒拉寶娃依
舊未能突破瓶頸，面對自己的苦主
小威，舒拉寶娃遺憾地第5次在邁
阿密屈居亞軍。此時小威已經重新
奪回No.1，成為歷史上最年長的

世界第一，而雙方的爭奪也持續到
了第三盤—但最終舒拉寶娃還是沒能

終結對小威的連敗，第6次稱霸邁阿密的小威也就此開
啟了不可思議的連勝腳步。

泥地賽季在四月份火熱揭幕，以草地和硬地實力見長

的小威在今年的泥地場送出了統治性的表現。
上個賽季，小威在法網開戰之前保持了泥地17連勝的

驕人戰績，但當時美國人在羅蘭加洛斯首戰便爆冷不敵
拉扎諾。

那場意外的失利讓小威重奪法網的日子再次延後，而
美國人在2013年泥地賽季初段的表現也證明了自己對第
二座蘇珊·朗格倫獎盃(法網獎盃)的極度渴望。

小威在查爾斯頓迎來了本賽季的泥地首秀，她在決賽
中順利逆轉真高域如願奪冠。

奪第二個法網冠軍
在隨後一個月的時間裡，小威先後稱霸了馬德里和

羅馬，而她在奪冠道路上也是連續擊敗了主要的競爭
對手舒拉寶娃和阿扎倫卡。如果說去年法網的主題是
不可預知的話，那麼今年的橋段則完全發生了反
轉，前四號種子當中有三人都闖進了最後的四強。

準決賽之後阿扎倫卡與埃拉尼先後出局，小威與
舒拉寶娃再次狹路相逢，不過這一次衛冕冠軍還是
沒能上演奇跡，小威以兩盤6:4的比分拿到了個人
第二座蘇珊-朗格倫獎盃。 ■■綜合外電

世界女單網球巡迴
賽 組 織 者 本 周 三 宣
佈，名將大威將參加
明年 1 月舉行的世界
女單網球巡迴賽霍巴
特站的比賽。
大威是7屆大滿貫

冠軍獲得者，目前世
界排名第48位，她在
亮相世界女單網球巡
迴賽後，將緊接參
加在墨爾本舉行的澳
洲網球公開賽。
大威表示： 「世界

女單網球巡迴賽和澳
洲公開賽水平相當，
所以在我去墨爾本
前，最好能遭遇一
些強手，獲得一些
好的賽事經驗。」
世界女單網球巡

迴賽霍巴特站的比
賽將於明年1月5日
至11日舉行，前美
網冠軍斯托瑟也將
參加這項賽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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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威擊球威力無人能擋小威擊球威力無人能擋。。美聯社美聯社

■■舒娃今年無法突破樽頸舒娃今年無法突破樽頸。。美聯社美聯社

■■魯域斯基總得魯域斯基總得
分榜升至第分榜升至第 1616
位位。。 美聯社美聯社

■■熱火安達臣熱火安達臣((右右))
全力防守公鹿尼全力防守公鹿尼
爾爾。。 美聯社美聯社

■■湖人希爾今仗表現湖人希爾今仗表現
神勇神勇。。 美聯社美聯社

■■德利車隊獲澳博贊助角逐今年澳門大賽車德利車隊獲澳博贊助角逐今年澳門大賽車。。

■■梁文沖再戰梁文沖再戰
香港高球賽香港高球賽。。

■■主席費伊主席費伊((左左))領導調查單車領導調查單車
興奮劑問題興奮劑問題。。 美聯社美聯社

■■岩士唐被邀加岩士唐被邀加
入反興奮劑調查入反興奮劑調查
委員會委員會。。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