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11 ■責任編輯：蔡明亮 ■版面設計：崔竣明文匯體育 世 界

湖人目前陣中有多名「十字軍」，當中2名控球
後衛拿殊和比歷克均告受傷缺陣，主教練迪安

東尼被迫以高比和亨利等客串，負責策動攻勢，故高
比是役減少進攻，全場僅起手6次，取得4分，但交
出13次助攻，高比賽後說：「在三連冠時，我能扮
演一個出色的控衛，這對我來說沒甚麼大不了。」
雷霆延續今季主場強勢，第3節結束時已拋離湖人

20分，令最後一節成為「垃圾時間」，而三大主將
表現全面：杜蘭特取得31分、8個籃板球和5次助
攻，韋斯布魯克有19分、12次助攻和8個籃板球，
而中鋒伊巴卡則貢獻19分和10個籃板球，協助球隊
開季主場11戰全勝，並令湖人錄得3連敗，暫以10
勝12負的戰績，位列西岸倒數第3位。
養傷8個月後回歸賽場的高比拜仁，在新球季上陣

3場比賽，平均每場上陣26分鐘，取得11分、3.7個
籃板球、6.7次助攻，失誤則高達6次，表現平平。

見過湖人更差局面
復出後連續3場未嚐得勝利滋味，高比直言未曾

擔心過：「我在努力變得更好。(今仗上陣)23分鐘得
到4分、13次助攻、2次偷球和7次失誤，並不能說
明甚麼。老實說，我並不擔心湖人目前的情況。我們
曾見過更差的局面，上季這樣艱難我們也能挺過來。
我真的不太介懷3連敗，我認為大家的心態正確，今
晚我看到有很多正面的事情，我們只要將之融合和保
持穩定，球隊將可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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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承認使
用禁藥而身
敗名裂的美
國單車手岩
士唐，近日
又 被 翻 舊
賬，一名已
退役的意大
利車手加吉
奧利爆料，
聲稱 20 年前
在一項美國
單車賽被岩士唐收買，放棄爭標。
現年51歲的加吉奧利憶述當年獲岩士唐送上傳統意大利

蛋糕作為聖誕節禮物，盒內附上10萬美元。他說：「岩士
唐說我的車隊已答應(造假)，我明白到所有事情已決定了。
在比賽尚餘2圈時，當岩士唐打出暗號，我與其他意大利
車手同樣避開，當作沒有看到他突圍，結果他一放到底奪
冠。」
另外，據稱另一名車手安吉路與岩士唐曾達成協議，收

取50萬元造假，安吉路原以為是50萬美元，但最終岩士唐
是支付里拉(前意大利貨幣)，當時1美元折合為625里拉，
令安吉路感覺被搵笨。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曼聯傳奇後衛訪港展珍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明亮）曼聯名宿施維施達

和保羅柏加昨日在港出席宣傳活動，展出英超冠軍
獎盃及奧脫福博物館的曼聯珍品，並與本地球迷會
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近期錄得4連勝的南華，今日下午5
時30分將於香港大球場迎戰屯門，上仗新援韋爾初試啼聲效果不
俗，今場這位前利物浦小將將夥拍迪亞高再度出擊，直指3分。
(now634台今日5:30p.m.直播)另外，公民則於下午2時30分在青衣
運動場迎戰標準流浪。(now634台今日2:30p.m.直播)
上仗以2:0輕取標準流浪晉身銀牌4強，南華顯示出今季一貫穩定
水準，迪亞高盤射俱佳，為「少林寺」前線最具殺傷力的猛將，而韋
爾的加盟，更是令南華的側擊戰術達到極致，此子技術和速度上乘，
而傳中質素更是極有保證，令南華進攻板斧更豐富。
南華主帥張寶春表示球隊尚有進步空間：「近期防線的表現已愈來

愈穩定，加上陳偉豪的復出更為完美，韋爾的加盟令我們前線選擇更
多，不過把握力尚要加強。」而近況平平的屯門今仗更有前鋒馬喬遭
棄用，加上平均實力不及南華，今仗勢難爆冷。

飛馬大勝元朗暫升次席
另外，太陽飛馬昨日憑拉斯錫梅開二度，加上雲迪奴域及麥基的入
球，以4:1大破有蘇沙破蛋的天行元朗，暫時升上第2位，而皇室南
區在主場則被橫濱FC(香港)逼和2:2。

周小龍：港網球精英需職業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網球在2015年再

列入體院精英項目，香港網球總會新任會長周小
龍、球員發展委員會主委莫君逸和本港女網一姐
張玲昨日大談香港網球未來可持續精英項目的大
計，致力推動香港網球運動精英和職業化結合。

張玲和葉澄在去年和今年分別在亞洲錦標
賽和亞青賽取得名次，為網球拿滿分
數，自08年後，於2015年再晉身體
院的精英項目。周小龍透露目前已
和體院合作，極有可能跟隨現時
內地、印尼、台灣和泰國的方式
走職業化道路，為香港30多名網
球代表推行職業化訓練和比賽。
他指出，球手要每天訓練5小時
以上才可成才，而參加ITF巡迴
賽之外，更鼓勵港將出戰要求更
高水準的WTA和ATP網球賽。
周小龍續表示，香港社會傳統

觀念重讀書，但他指出打網球亦是
入讀國際名校的另一途徑：「香
港不少父母都重讀書，目的是希
望子女入著名大學。然而，現
時港隊一批球手包括楊柏朗

和林兆輝等，他們都是靠打網球，在世界排名取
得積分，受到美國大學招募入學，更有獲得獎學
金。」

或以教練團方式訓練
至於和體院的合作，周小龍續稱目前港隊代表
已可在體院網球場訓練，但加入體院後，會研究
以天津網球隊的馬偉開教練團的方式帶領訓練，
因為張玲目前就是跟隨彭帥、謝淑薇和張帥的教
練團訓練，成績進步顯著。
另外，香港網球總會將於本月底迎來「ITF女子

網球巡迴賽─香
港站」最後一個比
賽，總獎金高達
2.5萬美元，張玲
將會出賽，與其
他世界排名 250
名以內的球手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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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記錄，2011年12月21日立法會上曾德成局長回答當時
詹培忠議員對足球發展的提問，其中一題是問到政府政策或具
體計劃加強推廣足球運動。曾局長就這提問而講述政府和足總

携手推行的「鳳凰計劃」，以振興足運。這計劃的具體內容包括改
善管治、改善設施、增加支援等。而這個計劃已推行了兩年多，成
績如何，相信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個評價。
我們都知道要香港足球在短期內躍升世界排名100名內（香港曾

於1994年排名98）是件極不容易的事。而最近公佈的亞洲足協評核
結果，香港在17隊參與評核的球隊中排名14，而在東亞區八支球隊
中則壓倒越南而排名第七位。
這個評核對香港足球發展當然重要，評核包括11個項目，總分是

1,000分。項目佔的分數由50分到150分，佔150分的包括技術水
平、聯賽管治、球場設施等。在這三項中，香港在球場設施的得分
最差，只得18分，比包尾越南的20分還要差。其次是技術水平，得
分也只有39.5，比越南的44.7低逾5分。雖然聯賽管治取得120分，
佔香港總得分408的30%，但無補於其他項目的嚴重失分。
除上述兩個主要佔分數較多的失分外，香港在入場人數、傳媒設

施、參賽球會三個項目的評分都比越南低。總分比首名的日本
（935.3），次名的韓國（887.45）和第三名的中國（843.54）都差
上一倍以上，而要躋身亞冠盃賽事則需要取得600分或以上，對香
港來說，要多取192分，難度相當之大。當中我認為最關鍵是球場
設施，如果政府能夠積極支持，在未來5至10年把球場設施做好，
間接也幫助球會解決訓練和比賽問題，當更多球會投放資源，並且
着力青訓，香港足球技術有望逐步提升。因此，當政府願意在硬件
上向前跨出一大步，而足總在軟件上作出更多的改革和配合，相信
香港在8至10年後有望躋身東亞區前五名的位置。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教授 鍾伯光

香
港
何
時
可
以
取
得
亞
冠
盃
席
位
?

鍾伯光專欄

岩士唐被爆

收買車手

■岩士唐(右)被指以10萬美元收買對手。
資料圖片

體壇連線

蘇迪爾轉投沙巴
沙巴F1車隊周

五宣布，現年 30
歲的德國車手蘇迪
爾來季將由印度力
量轉投，填補侯根
保離隊後的空缺，
後者上周決定加盟
印度力量，雙方互
換東家。

■蘇迪爾與侯根保對調車隊。
法新社

在聯盟出名不擅射罰球的火
箭中鋒懷特侯活，在周五作客
勇士的比賽中，手風極順，7
次上罰球線全部命中，加上投
進個人職業生涯第 3個 3分
球，協助火箭以116:112擊敗
勇士，賽後侯活高興得在更衣
室內將垃圾投進垃圾桶時高呼
「8射8中」，心情大靚。
火箭後衛夏頓和前鋒柏臣斯

是役分別攻入26分和23分，
而侯活則獨取18分和11個籃
板球，當中7個罰球和1個3
分球全部射入，賽後這名中鋒

透露，當被侵犯上罰球線時，
曾對自己說不能投失，結果7
球均告命中。至於該個3分
球，侯活是在接球後，選擇退
後一步在3分線外起手，他笑
說：「因為火箭的中距離投射
不太順，所以為了和球隊融為
一體，沒有投2分，而投出3
分。」
另外，火箭主帥麥克黑爾因

參加母親的葬禮，今仗未有在
現場督師，改由助教森遜暫代
領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命中率奇高 侯活射殺勇士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香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帝王 對 火箭
○灰熊 對 木狼
活塞 對 拓荒者
雷霆 對 魔術
金塊 對 鵜鶘
太陽 對 勇士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溜馬 99:94 山貓
魔術 100:109 騎士
速龍 108:100 76人
鷹隊 101:99 巫師
塞爾特人 90:86 紐約人
活塞 103:99 網隊
鵜鶘 104:98 灰熊
雷霆 122:97 湖人
公鹿 90:91 公牛
馬刺 117:110 木狼
金塊 93:103 爵士
太陽 116:107 帝王
勇士 112:116 火箭
●now678台7:00a.m.直播
○now635台7: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周小龍致力推動香
港網球運動精英和職
業化結合。潘志南 攝

■張玲(右)與葉澄
為網球爭得體院
精英項目一席。

潘志南 攝

■南區外援迪
基圖(左)與橫
濱的方柏倫爭
持不下。

■韋斯布魯克(右)差點取得
「大三元」。 美聯社

■■高比拜仁高比拜仁((左左))
欲搶走杜蘭特手欲搶走杜蘭特手
上球上球。。 美聯社美聯社

■侯活(左)取得「雙雙」成
績。 ■美聯社

■■施維斯達與保羅柏加和施維斯達與保羅柏加和
本地球迷見面本地球迷見面。。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