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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火周三在主場對今季成績突出的溜馬，首兩節
比賽後，熱火以41:52落後，而進入第3節中

段，更加被溜馬拋離15分之多。不過，主隊憑韋迪
摘得個人今季新高的32分，加上帶傷上陣的勒邦占
士有神勇表現，將劣勢扭轉。「大帝」全場取得24
分，保殊亦有15分進賬，包括第4節後段的3分球，
令兩隊打成92:92平手。之後，「大帝」再助攻予雷
亞倫射入3分球，打出一段10:0攻勢，得以反超前。
溜馬的保羅佐治今仗攻入25分，但在完場前4秒射
失3分球，未能為溜馬迫和。
賽後，媒體的焦點話題全部落在勒邦占士和查
馬士的爭執上，比賽戰至第3節，剛回到板凳席
的「大帝」，怒氣沖沖面向查馬士，要不是隊友
拉開，動手的可能性很大。賽後，熱火主帥斯波
爾斯特拉透露，兩人的爭執點在於對保羅佐治的
一次輪轉防守失誤。

主帥：這就是熱火風格
斯波爾斯特拉說：「誰先挑起的(爭
端)？我不知道，緣起就是一

次輪轉失誤。

那真的感覺不錯，特別
像熱火風格，我希望看
到更多這樣的爭執。他
們自己在場上就處理好
了，我們第2次暫停前，
他們已握手言和。」斯
波爾斯特拉還表示，查
馬士在第4節沒上陣，跟
這次爭執沒有關係。
如斯波爾斯特拉所

言，作為當事人，勒邦
占士在比賽中就向查馬
士道歉，電視鏡頭也捕捉到這個場面：「查馬士，
是我的錯，我道歉。」
查馬士賽後穿了一件印有Brotherhood(兄弟)的T

恤，他雖然情緒看上去還有些不正常，不過也對勒
邦占士表示了理解。查馬士說：「我們是兄弟，肯

定會遇到一些不順，我們處理好，然後
往前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拓荒者周三作客以109:120不敵木狼，5連勝告終，
並將聯盟一哥寶座拱手讓予雷霆。拓荒者後衛連拿特
攻入全場最高的36分，但木狼整體發揮較佳，中鋒比
高域取得30分，「狼王」路夫則有29分、15個籃板
球和9次助攻，差點獲得「三雙」成績。

火箭殘兵屠宰公牛
另外，飽受傷病困擾的火箭在主場以109:94輕取公

牛。火箭後衛夏頓負傷上陣，柏臣斯背部和腳趾也有
傷，林書豪則坐在板凳上避戰，但侯活領軍的火箭表
現不俗，後備球員也有上佳發揮，最終贏下比賽。

火箭主帥麥克黑爾賽後說：「我們昨天訓練只有7
個人，我們需要打出我們的風格。當林書豪回歸後，
會讓我們的陣容更完整，阿西克回來也會幫助我
們。」不過阿西克是否歸隊還是未知數，據稱火箭最
快或會在周四送走該名有離心的球員。

■綜合外電

李爾擬就打假指控提上訴
5 次 桌 球 排 名 賽 冠 軍 李

爾一直否認獨立體育仲裁機
構對他的「打假波」指控，據
稱李爾將在2014年1月30日針
對獨立體育仲裁機構對其停賽
12年的判決和4萬英鎊的罰款
提出上訴。 綜合外電

蓮花未付清拉高倫薪酬
一級方程式車壇中多支車隊

均爆出有財政問題，就連大車
隊蓮花亦未能例外，「冰人」
拉高倫早前向傳媒爆料稱，蓮
花車隊一直拖糧，雖然雙方在
最後階段曾達成臨時協議，才
不致在阿布扎比站出現罷賽鬧
劇，但蓮花車隊日前承認，拖
欠拉高倫的薪金仍沒有全部付
清。■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NBANBA常規賽周五賽程常規賽周五賽程
((香港時間周六開賽香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主隊 客隊客隊
7676人人 對對 網隊網隊
鷹隊鷹隊 對對 爵士爵士
騎士騎士 對對 公鹿公鹿
活塞活塞 對對 山貓山貓
熱火熱火 對對 帝王帝王
○○溜馬溜馬 對對 火箭火箭
小牛小牛 對對 速龍速龍
●●金塊金塊 對對 太陽太陽
湖人湖人 對對 木狼木狼

NBANBA常規賽周三賽果常規賽周三賽果
熱火熱火 9797::9494 溜馬溜馬
魔術魔術 8282::8686 爵士爵士
速龍速龍 102102::104104 山貓山貓
鷹隊鷹隊 124124::107107 帝王帝王
塞爾特人塞爾特人 106106::107107 活塞活塞
網隊網隊 107107::113113 巫師巫師
公鹿公鹿 101101::107107 紐約人紐約人
木狼木狼 120120::109109 拓荒者拓荒者
小牛小牛 105105::9191 灰熊灰熊
太陽太陽 101101::108108 馬刺馬刺
火箭火箭 109109::9494 公牛公牛
快艇快艇 108108::9595 鵜鶘鵜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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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ow678678台台1010::0000a.m.a.m.直播直播
註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早前宣佈「出櫃」的英國跳水明星
戴利，與編劇男友布萊克感情受到外
界關注，更成為新華社2013年國際十
大體育新聞之一。有指戴利公開戀情
後與男友的感情漸見穩定，更已經正
式向家人介紹布萊克，並計劃一起共
度聖誕節。
戴利於本月初突然宣佈「出櫃」，
而他的男友亦隨即成為傳媒焦點，據
知戴利男友名為德斯汀·蘭斯·布萊
克，是位荷里活金牌編劇，曾於09年
憑藉《米爾克》一劇獲得奧斯卡原創
劇本獎。現年39歲的布萊克與戴利的
戀情成為外界焦點後感情不退反進，
據知戴利已正式向母親及兄弟介紹布
萊克，並邀請他與家人一起共度聖誕節，另外下個月戴利將參與新一季明星跳
水節目的錄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男網世界
排名第2位的
塞爾維亞球手
祖高域，周三
落實委任一代
名將碧加為主
教練，並於澳
洲網球公開賽
前正式合作。
至於自 2006
年起一直擔任
祖高域主教練
的華達，仍會
留在教練團。
前溫布頓

網球賽冠軍得
主碧加表示：
「我為祖高域

邀請我擔任其主教練感到自豪，我肯定我倆
合作，會幹一番大事。」至於祖高域對於這
位46歲前輩助拳亦滿有期望：「他將會注入
新元素，與華達一起組成勝利組合。碧加是
真正的傳奇，所擁有的知識、經驗將會為我

贏得新錦標、大滿貫及其他賽事。他也是一
個好人，我肯定他會盡全力融入團隊，如今
整個團隊都強大了，我們希望爭取到最好的
成績。」

與細威膺年度最佳
另外，國際網球聯合會日前公布了2013年

最佳球員的獲獎名單，祖高域擊敗拿度，連
續第3年當選男子最佳球員；女子方面則是
美國名將莎蓮娜威廉絲勝出，這是她第4次
獲得這一榮譽，而去年也是這兩人獲獎。祖
高域獲獎後表示：「很榮幸連續3年都獲得
了最佳球員，2013對我來說是個偉大的賽
季，並且在賽季末表現得更好，為2014打下
了基礎。」
對此，國際網球聯合會主席比特也解釋

道：「莎蓮娜威廉絲今年的表現再次詮釋了
她為什麼是最偉大的球員之一，她絕對值得
這個獎項，而男子方面的競爭更加激烈，儘
管拿度傷癒復出並奪得兩個大滿貫冠軍，但
是祖高域在四大滿貫、戴維斯盃和年終賽上
的表現都很穩定，使得他最終獲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
剛）香港足球代表隊(港足)昨
日公佈了省港盃21人大軍名
單，陳肇麒將領軍出戰，球隊
於27日再次訓練，訓練完結後
入住麗豪酒店集宿以作備戰，
爭取成就三連冠。
是次港足名單中，南華成為
「大戶」，一並有5名戰將入
伍。名單如下：守門員：梁興
傑(標準流浪)、謝德謙(公民)、
葉鴻輝(南華)；後衛：張志勇
(天行元朗)、張健峰、曾至孝
(傑志)、車潤秋(皇室南區)、郭
建邦、李志豪(南華)、方栢倫
(橫濱FC(香港))；中場：梁振邦
(廣東日之泉)、陳文輝、林嘉
緯(傑志)、葉頌朗(皇室南區)、
陸志豪(南華)、白鶴、鞠盈智
(太陽飛馬)，前鋒：沈國強(公
民)、陳肇麒(廣東日之泉)、李
康廉(南華)、麥基(太陽飛馬)。
港足將於29日假旺角大球場

主場迎戰廣東隊進行首回合比
賽，而明年1月1日則於廣東
惠州體育中心作次回合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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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明亮）第7屆皇家盃歐亞高爾夫球對抗賽
今日在廣州九龍湖高爾夫球會開桿，中國最強大的高爾夫力量組合
將全力協助亞洲隊爭標。
國家體育總局小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常務副

主席兼秘書長張小寧說：「皇家盃是歐亞兩大洲最高水平球員之間
的正式、傳統對抗賽。經過6年發展，這場比賽已經成為兩大洲之
間水平最高的隊際比賽，它為兩大洲起到強大而廣泛的積極影響。
皇家盃首次來到中國舉辦，一定會對中國高爾夫球的深遠發展和普
及做出重要貢獻，並推動中國高爾夫球的整體水平。」
張連偉在今屆賽事擔任亞洲隊副隊長，對此他說：「能夠擔任亞

洲隊副隊長，我既榮幸又感謝，同時這也是巨大的責任。比賽就在
我的故鄉舉辦，這一定會成為中國高爾夫球歷史上的重要時刻，能
夠在這裡和梁容銀一起帶領亞洲隊戰鬥，我非常開心。」
前亞巡賽獎金王

梁文沖說：「在中
國為亞洲而戰的感
覺令人難以置信，
這一定會成為我職
業生涯中最重要的
時刻之一。我會充
分享受現場中國球
迷的支持和鼓勵，
這一定會幫助我們
戰勝歐洲隊。」

邀碧加出任主教練邀碧加出任主教練
祖 高 域

亞洲隊集合中國力量戰皇家盃

賽後網上道歉賽後網上道歉 兄弟情未變兄弟情未變

東岸巔峰對決第二回昨日爆發，熱火在落後最多

15分的劣勢下，主場以97:94驚險反勝溜馬，迎來

3連勝。「大帝」勒邦占士今仗打到起火，在第3節1次暫停

休息時，忍不住向隊友查馬士動肝火現爭拗，幸勒邦占

士及時被隊友拉開。不過，占士賽後在社交網站上向查

馬士道歉，更指對方都是熱血之友，沒有隔夜仇。

拓荒者讓出聯盟一哥寶座

■■韋迪攻入個人今季韋迪攻入個人今季
新高的新高的3232分分。。美聯社美聯社

■■占士占士((右右))少有打少有打
到出火到出火。。 法新社法新社

■斯波爾斯特拉喜見熱火球
員在場上有爭拗。 美聯社

■拓荒者
前鋒艾德
列治(右)今
仗表現中
規中矩。

美聯社

■細威獲選最佳球手，絕對當
之無愧。 資料圖片 ■祖高域(右)與碧加在澳網展開前正式合作。 資料圖片

■張連偉任亞洲隊副隊長。 資料圖片

■李爾將
於 明 年 1
月 底 上
訴。
資料圖片

■拉高倫尚未收到蓮花發薪。 資料圖片

■戴利(左)與男友感情要好。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