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貓周二在主場憑藉艾爾謝佛遜拿下
個人今季新高的35分，結果以108:98
擊退紐約人，終止對方的５連勝紀錄；
而湖人在最後時刻功虧一簣，主場以
118:120惜敗騎士，錄得5連敗。
被右腳踝傷病困擾的艾爾謝佛遜，

今仗無奈作出新嘗試，以雙腳起跳代
替習慣的右腳起跳，結果有意想不到
的效果，全場20次起手命中14球，獨
取全場最高的35分。艾爾謝佛遜賽後
說：「這次嘗試今晚對我很奏效，在
跳投和勾手時都是。」但他也承認在
賽季後可能需要進行腳踝手術。
紐約人在完場前11分鐘時一度將分

差縮小至4分，不過山貓後衛甘巴獲加
接管比賽，先是一記上籃得手，隨後
又接連命中2個3分球，而艾爾謝佛遜
也投入一記跳投，自此紐約人再也未
能縮小分差。

湖人惜負騎士5連敗
另一場比賽中，湖人與騎士拚鬥全

場，騎士在最後一節曾打出12:0的比
分，但在最後25秒，湖人的尼克楊格
投入3個罰球，將分差迫近至2分。湖
人開始採取犯規戰術後，騎士的湯遜
錯失2個罰球，可惜尼克楊格隨後的2
次3分試射均告失敗，最終湖人以2分

憾負。剛轉會至騎士的前鋒丹治是役
砍下27分，而中鋒華利祖拿下18分和
18個籃板球。 ■新華社

奧巴馬白宮接見熱火
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二在白宮連續第2年接

見上季成功衛冕的NBA總冠軍熱火，舉辦奪
冠慶祝儀式。作為公牛「死忠」的奧巴馬不
忘調侃熱火說：「(熱火)贏了66場比賽，27
連勝也是歷史第2長連勝，讓人印象深刻，
差點就趕上公牛72勝的那個賽季。」另外，
熱火老後衛雷亞倫還代表球隊送贈一件印有
「POTUS」（美國總統的首字母縮寫）的
44號球衣給奧巴馬，而主帥斯波爾斯特拉則
送上一件總冠軍獎盃複製品。 ■新華社

溜馬主帥全明星賽領軍
溜馬周二在

主場以 116:92
大勝帝王，以
一場勝利為主
教練禾基利鎖
定全明星賽東
岸 主 帥 的 帥
位。溜馬目前
取 得 30 勝 7
負，領先緊隨
其後的熱火3個
勝場，不過熱火主帥斯波爾斯特拉上季已帶
領東岸全明星隊，今年將不符合資格，加上
溜馬遙遙領先東岸第3位的速龍多達10.5場
勝利場次，故溜馬直至2月2日仍肯定在東岸
領導群雄，得以提早確保禾基利的東岸帥
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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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香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鷹隊 對 網隊
溜馬 對 紐約人
○火箭 對 雷霆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山貓 108:98 紐約人
溜馬 116:92 帝王
灰熊 90:87 雷霆
湖人 118:120 騎士
○now635台10: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雷亞倫(左)代表球隊向奧巴馬送上熱火44
號球衣。 法新社

■禾基利今年統率東岸全明
星隊。 法新社

■丹治(左)攻入全隊最高的27分。
美聯社

■■艾爾謝佛遜艾爾謝佛遜((持球者持球者))今仗改用雙腳起跳投球今仗改用雙腳起跳投球，，效果不俗效果不俗。。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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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承認在法網後曾跟教練卡洛斯冒出一
句退役的話，但這也只是一句話而已，

大家也都沒有太較真。李娜表示，當時有這
種想法，主要是來自於場外的一定壓力：
「在那一刻，我想過退役，不是我球打得好
不好的問題，是場外的諸多問題。但我現
在很高興，我在溫網有不錯表現，讓我有
繼續比賽的動力，不然現在我不知道自己
會在哪裡。」

盼與媒體做朋友
李娜稱現在自己努力對媒體友好，
想跟媒體做朋友，不希望再被媒體
誤解，但在回答英文提問的同時，
李娜指責中國媒體報道「不
實」，「誤解」她。
對於未來的計劃，李娜沒有系
統和長遠的安排，她續說：

「我不敢說再打3、4年，但如果我的身體允
許，我也還熱愛網球，我就會繼續打下
去。」李娜對於與教練卡洛斯的合作比較滿
意：「跟卡洛斯合作1、2年了，我的進步還
是挺大的，所以他今年還會是我的教練。」
至於另一名中國金花鄭潔，昨日在次圈以

7:6、1:6和7:5的盤數力克美國球手姬絲，艱
苦闖進第3圈，而世界一姐、美國球手莎蓮
娜威廉絲(細威)持續強勢，只消63分鐘，便以
6:1和6:2的盤數橫掃塞爾維亞球手杜朗歷晉
級，收穫個人第60場澳網勝仗。細威賽後
說：「天氣情況確實對比賽造成困難，每天
都非常熱，很高興能繼續在墨爾本公園作
戰。」
女雙方面，中國小花鄭賽賽和泰國老將塔

納蘇甘的組合在首圈以總盤數0:2負於13號
種子詹皓晴和胡芭，無緣次圈。

■新華社

繼加拿大男單球手丹斯
域周二抱怨墨爾本酷熱的
天氣讓他賽後1個半小時

都無法正常排尿後，4號種子梅
利昨日更直言擔心會有球手在比賽

中心臟病發。
昨日墨爾本公園的氣溫依然超過攝氏42

度，梅利表示如果賽會仍堅持讓球手在這
高溫下比賽，擔心會有人在比賽中心臟病
發。梅利對賽會的安排不滿地說：「只要
有一件壞事出現，整個賽事都會蒙上陰
影。賽會固執己見，讓球手在這高溫烘烤
下比賽，已玷污了澳網的形象。如果有比
賽需要打5盤，那就很危險。這是無法迴
避的問題，說比賽是安全的未免過於草

率。有人突然暈倒，已經損害澳網的形
象。有球手、球童暈倒，有觀眾在看台上
暈倒，這已經很不妙。我了解現在的天氣
情況，當下午2時30分至3時比賽，比賽
環境非常艱苦。」
澳網賽會決定在周二開始，女單如果打

入決勝盤，球手在第2盤結束後，可獲休
息多10分鐘，而賽會亦為球手準備冰袋，
幫助球手利用休息時間及時解暑降溫。

英漢場邊賭波被捕
另外，墨爾本警方昨日宣布，一名22歲

的英國人在賽場邊下賭注，賭當場比賽的
結果，結果被捕。墨爾本警方稱，接下來
會繼續監督澳網的賭球行為。 ■新華社

梅利憂高溫比賽心臟病發

澳網周三部分賽果澳網周三部分賽果
男單(首圈)

(2)祖高域(塞爾維亞) 3:0 邁亞(阿根廷)
(3)費拿(西班牙) 3:1 馬拿連奴(法國)
(7)貝迪治(捷克) 3:0 迪舒希柏(法國)
(8)華連卡(瑞士) 3:1 法拉(哥倫比亞)
(9)加斯蓋特(法國) 3:0 達維丹高(俄羅斯)

女單(首圈)
(9)卻芭(德國) 2:0 庫德亞特塞娃(俄羅斯)
(14)伊雲奴域(塞爾維亞) 2:0 碧克(德國)
(15)莉絲姬(德國) 1:2 尼古莉絲古(羅馬尼亞)
(17)斯托瑟(澳洲) 2:0 比朗高娃(保加利亞)
(31)漢圖楚娃(斯洛伐克) 2:1 普莉絲高娃(捷克)
註：( )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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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昨日在澳網再進一步，以6:0和7:6

的盤數淘汰年僅16歲的瑞士球手賓絲，晉

級女單第3圈，賽後李娜證實去年法網後

承受了一定的場外壓力，曾一度有退役想

法，不過只是一念之間，娜姐稱現在不想

被誤解，會努力對媒體更友好。(now670

台及高清672台今日8:00a.m.直播第4日

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剛剛
在高級組銀牌決賽失利的太陽飛馬又
再傳出壞消息，在即將兩連戰「一
哥」傑志的情況下，中場大將鞠盈智
因在早前一個慶祝入球動作被足總重
罰停賽4場，令這名今季大放異彩的港
腳心灰意冷，甚至透露有意離港發
展。太陽飛馬主帥陳志康昨日決定對
這次停賽判罰提出上訴。
事件源於上月太陽飛馬反勝皇室南

區一仗，梅開二度的鞠盈智在入球
後，向場邊一直粗言穢語罵他的球
迷，做出示意閉嘴的動作慶祝入球，當

時被罰黃牌的他事後被秋後算賬，重
罰停賽4場，令這名中場主力錯過對傑
志的2場榜首大戰。雖然根據賽例，挑
釁球迷的最低刑罰是停賽4場，不過以
往同類事件均未有如此重的判罰，加
上停賽正值兩場「飛傑大戰」，令事
件引來不少爭議。
鞠盈智對此受到極大打擊，這位內

地入籍的港腳更揚言想離開港甲：
「有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有人用有色眼
鏡看待內地球員，踢得不好就說是打
假球，踢得好就被整，真的很傷心，
有離開香港的想法。」傑志總領隊伍

健則澄清鞠盈智的停賽與「飛傑大
戰」重疊只是巧合。

陳志康：不涉任何陰謀
飛馬主帥陳志康強調事件不涉任何陰

謀，不過對球證當日的執法尺度與賽後
報告內容是否一致有疑問：「的確鞠盈
智當日是有做出示意閉嘴及示意聽不見
兩個動作，不過嚴重性絕不是報告中形
容為挑釁球迷，而且當日對方球員亦有
以粗言辱罵我方球迷及走到我們球迷前
慶祝等行為，但就沒秋後算賬。」陳志
康表示將會於今天向足總上訴。

鞠盈智停賽4場飛馬決上訴

體壇連線

港2月辦國際青年足球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保良局國

際青年足球邀請賽」將於2月7至9日假蒲崗
村道公園足球場舉行，香港14及16歲以下
兩支代表隊將迎戰國家隊及泰國等勁旅，以
提升足球水準，備戰即將來臨的亞洲足協16
歲以下錦標賽決賽周。賽事門票於1月27至
2月7日在香港足總免費派發。

鮑維：理療師提供保健品
前男子100米跑世界紀錄保持者鮑維於14
日接受牙買加反興奮劑機構(JADCO)質詢時
稱，此前向興奮劑檢測官員隱瞞自己服用的
大部分保健品，原因是難以記起這些新保健
品的名稱，同時鮑維將自己與前隊友辛普森
檢測出同樣藥物的原因歸咎於新僱用的加拿
大理療師什韋勒布：「我們完全不知道是甚
麼導致這結果，但克里斯(什韋勒布)的出現是
我生活中唯一的新事。」 ■新華社

里約棄辦勞倫斯頒獎禮
巴西里約熱內盧州政府14日確認，由於政
府無法支付組織勞倫斯獎頒獎儀式的資金，
將結束與對方之間的合約，因此今年的勞倫
斯頒獎禮將不會在里約熱內盧舉行。去年的
勞倫斯頒獎禮於3月在里約市立劇院舉行，
但儀式過後，里約州政府沒有支付近1100萬
雷亞爾(約466萬美元)的賬單，故里約州政府
與組織方同意解約，並將以分期付款的形式
支付欠款，至於今年的勞倫斯頒獎禮移師哪
座城市還不得而知。 ■新華社

■■鞠盈智鞠盈智((右右))在對南在對南
區的銀牌區的銀牌44強中做出強中做出
挑釁球迷行為而被罰挑釁球迷行為而被罰
停賽停賽44場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鮑維(右)出席聽證會。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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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晉級第李娜晉級第33圈圈。。新華社新華社
■■梅利對賽會堅持在高溫下安梅利對賽會堅持在高溫下安
排比賽感到不滿排比賽感到不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細威細威((右右))賽後與杜朗歷握手賽後與杜朗歷握手。。 美聯社美聯社

■■鄭潔激戰鄭潔激戰 33
盤驚險晉級盤驚險晉級。。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