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歲盃球隊昆卡抵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將出戰馬年
賀歲盃的厄瓜多爾球隊昆卡昨日抵港，新任
教練卡洛斯表示球隊乘坐飛機30小時，球員
略為疲倦；他更表示首次來港不太熟悉香
港，但會盡力爭取好成績。昆卡將於今早在
旺角場與香港甲組足球會公民組成聯隊一起
操練。另一支參加賀歲盃的葡萄牙球隊奧漢

倫斯的正選門將列卡度彭利拿因傷未能來
港，其位置將由曾代表瑞典國家隊的辛維斯
特代替。

南華為亞冠盃壯行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甲組足

球會南華昨日為亞冠盃舉行記者會壯行色，
並宣佈和Microsoft合作，球迷可以利用網上
平台睇直播，討論戰情、戰術和在討論區發
表言論，不怕網上「塞車」。另外，南華今
晚便啟程赴新加坡，前鋒「陳七」陳肇麒坦
言亞冠盃外圍賽作客新加坡對淡濱尼，這是
一場過的淘汰賽，十分難打，目標只有一個
「贏波」。

橫濱成功向母會借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香港甲組足

球會橫濱FC(香港)成功向母會橫濱FC借用
中場球員井手口正昭，井手口正昭會於今天
正式參與球隊操練。

足 壇 快 訊

新華社墨爾本26日電 儘管莎蓮娜威廉絲在本屆澳網上提前出
局，但有網壇「女金剛」之稱的娜拉蒂露娃26日表示，雖然現在
女子網壇新秀不斷湧現，但是「細威」至少能贏得20個以上大
滿貫賽事的冠軍。
身為世界排名第1的選手，「細威」在本屆澳網因為背

傷發作在第4輪就被淘汰出局。不過，娜拉蒂露娃
說：「她現在32歲了，這次她的身體拖了她
的後腿，顯然她的背部還是有問題的。但是
如果她能夠保持健康的話，在我的心裡她
至少能贏得20個以上的大滿貫冠軍。」
娜拉蒂露娃表示，只要「細威」能保
持健康，任何選手都很難與她匹
敵，她仍然是最強大的選手。年
輕一代的選手目前還很難追趕
得上她。
娜拉蒂露娃是史上奪冠
最多的女選手，她在職業
生涯中共獲得 167 個冠
軍。在大滿貫賽場上，娜
拉蒂露娃以18個冠軍排名
第2。如果已經有17個大
滿貫冠軍在手的「細威」再
奪大滿貫冠軍的話，她將會
追平「女金剛」的紀錄。

「女金剛」娜拉蒂露娃：
「細威」至少贏20個大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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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華盛頓26日電 上賽季殺入總決賽的
邁阿密熱火和聖安東尼奧馬刺26日狹路相逢，
結果熱火在主場以113：101擊敗馬刺；居里發
威一人獨得38分，率領金州勇士以103：88拿
下波特蘭拓荒者，結束兩連敗。
當天的比賽，熱火一開場就控制了局面，兩

節戰罷就以58：50獲得領先。第3節，在保殊
的率領下，熱火打出一波單節33：21的得分高
潮，將兩隊分差擴大到20分，使得比賽過早進
入了垃圾時間。
復出後的韋迪全場拿下8分、3個籃板和5次

助攻，提升了熱火的士氣。而球隊當天獲勝的
第一功臣當屬保殊，他全場10射9中共砍下24
分，拿到5個籃板，還有3次助攻。勒邦占士為
熱火貢獻了18分、7個籃板和6次助攻。熱火主

教練斯波爾斯特拉賽後說：「這個感覺像總決
賽嗎？我覺得不是，不像總決賽。」
熱火和馬刺可謂是一對「老冤家」，上賽季

總決賽雙方上演了7場驚心動魄的大戰，熱火險
勝實現衛冕。本賽季雙方狀態依然穩定，目前
分列東、西岸戰績榜第2位。
與熱火不同，金州勇士當天贏得並不輕鬆。

半場結束時，勇士還以54：55落後1分。兩隊
在第3節才分出了勝負，勇士用一波16：2的攻
擊波毀滅了拓荒者的士氣。
居里在第4節的全面爆發，再次打出一波

15：2的進攻高潮，徹底打垮對手，終止了拓荒
者的兩連勝。居里全場3分球8射5中，1人獨
得38分，外加7個籃板和8次助攻，成為勇士獲
勝的頭號功臣。

總決賽重演
NBA常規賽周二賽程
(香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客隊

騎士 對 鵜鶘

活塞 對 魔術

◎紐約人 對 塞爾特人

火箭 對 馬刺

拓荒者 對 灰熊

●勇士 對 巫師

○湖人 對 溜馬

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馬刺 101:113 熱火

湖人 103:110 紐約人

魔術 92:100 鵜鶘

太陽 99:90 騎士

網隊 85:79 塞爾特人

活塞 106:116 公牛

拓荒者 88:103 勇士

金塊 125:117 帝王

◎now678台08:30a.m.直播

●now678台11:30a.m.直播

○now635台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傑志新兵未能趕及亞協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亞

協盃名單確定！即將出戰亞協盃的傑志昨
日宣佈亞協盃外援名單，4名將為傑志參
加亞協盃的外援佐迪、巴倫古素、列斯奧
及張敬珍，而新加盟的西班牙前鋒卡斯干
由於時間未能趕及則不會在亞協盃賽事註
冊，總領隊伍健認為這4名外援已涵蓋前
中後三線，是傑志的最佳選擇。
傑志今季矢志在本地及亞協盃賽事均取
得突破，新加盟的西班牙前鋒卡斯干將是
傑志下半季爭取佳績的秘密武器，現年29
歲的卡斯干之前効力西乙球隊哈恩，總領
隊伍健表示卡斯干來港之前一直保持比賽
狀態，能成為傑志的即戰力：「由於時間
關係，卡斯干來不及註冊亞協盃，不過他
將是，球隊於本地賽事的主要戰力，卡斯
干的把握力強，是一名效率很高的前
鋒。」
而傑志的亞協盃3+1名額(3外援加1亞

援)亦已確定為佐迪、巴倫古素、列斯奧
及韓國外援張敬珍，伍健表示佐迪於亞協
盃的入球紀錄已證明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
前鋒，而巴倫古素近期則入球頻頻狀態大
勇，相信攻力不成問題。

中 國 兩
屆奧運會
拳擊冠軍
鄒市明，2
月 22 日將
攜同另外
兩名奧運
冠軍日本
的村田涼

太、俄羅斯的伊果兒·梅科斯特塞夫以及國
際拳擊聯合會(IBF)輕量級冠軍米格爾．瓦
茲奎茲齊赴澳門，出戰「皇金爭霸戰」。

為此，去年聖誕，鄒市明在妻兒的陪
同下飛赴洛杉磯備戰，力求在自己的第
四場職業賽取得連勝。「訓練的時間越
來越緊迫，只有一個半月，所以在力
量和對抗上的強度沒有像之前那樣循

序漸進，來美國之後就進入了一個非常
緊張的訓練狀態。依然還是一天體能訓練，
一天實戰訓練。除訓練外，還是在充分恢復

身體狀態。力量訓練上加強了強度，感覺自
己在發力方面比以前更強壯一些。」鄒市明
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說。
當日的爭霸戰，鄒市明將出戰八回合蠅

量級賽事，這是他首次出戰該回合數的比
賽，無疑對即將滿33歲的他來說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鄒市明的對手是來自泰國的尤
科崧，也是他所面對的對手中經驗最豐
富、實力最強的一位，故這場比賽被看作
是鄒市明成為職業拳手後最具挑戰性的一
場比賽。對此，鄒市明充滿信心：「我對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來自貴州的中國拳手鄒市明曾勇奪2008

年北京奧運會48公斤級和2012年倫敦奧運
會49公斤級拳擊比賽冠軍。去年4月 6
日，鄒市明首度作為職業拳手出戰，擊敗
了墨西哥拳手瓦倫祖埃拉。其後他同樣在
澳門，分別戰勝墨西哥選手奧爾特加及胡
安．托斯卡諾，贏得職業生涯三連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杜凱琴青少年巡迴賽奪冠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梁啟剛）香港
乒乓球隊小花
杜凱琴，昨日
在「2013 國
際乒聯青少年
巡迴賽總決
賽」，於女單
決賽中先失兩
局下，最後連
贏 4 局，以
4：2 力挫台
北選手黃鬱
雯，勇奪總決

賽女單金牌，揚威葡萄牙。而男隊小將
孔嘉德也在男子單打賽事中奪得銅
牌。

李慧詩傑運公眾投票領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Samsung 2013年度香港傑出運
動員選舉」已於今年1月12日開始
接受公眾投票，目前單車女將李慧
詩一枝獨秀，奪得最高票數。排名
之後依次為，輪椅劍擊手余翠怡、
壁球好手歐詠芝、桌球女將吳安儀
和馬術美女賴楨敏。公眾投票將在
下月12日結束，未投票的市民請
把握最後機會，瀏覽網頁http://
sportstar2013.hkolympic.org進行
投票。

此項在澳門舉行的「皇金爭霸
戰」，最低票價80元，僅中

國奧運冠軍鄒市明、香港球手
曹星如二位拳手的演出就已值
回票價。難怪連Rex(曹星如
洋名)亦自掏腰包購票，請父
親、哥哥和朋友們赴澳門觀
戰。
為了保持不敗紀錄，曹星
如上月已再到菲律賓進行為期
五星期的集訓。昨午借新春將至的機
會，Rex特別抽空和兩連勝的澳門本土拳手
吳國權同場練習，為賽事宣傳。Rex透露，由於日本

拳手的傳統有打不死永不放棄的精神，總是可以捱足
10個回合，所以自己此前的菲律賓之行特別在體能上
「加料」苦練，在生理、心理做好打足10個回合馬拉
松拳賽的準備。他毫不諱言，正以興奮和期待心情迎
接這場比賽的來臨。

擔心受極端民族主義者影響
曹星如今次的對手松山真虎（15戰7勝7負1和，3
KOs），年僅24歲，比Rex小兩歲，但他的「拳齡」卻已有5年之
長，比Rex早出道三年，可謂身經百戰。根據以往的戰績，松山總是
打至最後一個回合方定勝負，耐力與毅力驚人。
下月，二人將進行10回合賽事，爭奪WBC亞洲洲際金腰帶兼
WBO亞太超蠅量級金腰帶。對此，曹星如不無擔心。他稱和日本拳
手比賽，會有極端民族主義拳迷在旁影響，而且個人體力和戰術安

排也必須十分精準。另外，對手從118磅減磅來打，身形
比自己「大隻」，加上自己近期右腳小腿勞
損，訓練不太正常。不過，針對耐力戰，他
已在訓練上連場對練比自己重的對手。
曹星如（11-0， 7 KOs）去年11月在澳門

第二度出戰職業擂台，只用時2分鐘便把對手
「秒殺」。他希望，2014年除能贏得比賽外，
也能夠衝出亞洲，遠赴其他洲比賽。
「皇金爭霸戰」將於2月22日下午4時30

分舉行，門票現已透過各大金光票務售票處
公開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職業拳擊「神奇小子」曹星如最

新拳酬15萬6千元，身價爆升。下月22日，他將再踏上擂台，迎戰來

自東京的24歲職業拳手松山真虎，衛冕WBC亞洲洲際金腰帶兼爭奪

WBO亞太超蠅量級金腰帶，希望為個人職業生涯寫下「十二連勝」和

帶來雙金腰帶榮譽。

熱火殺「馬」

鄒市明鄒市明迎職業賽第四戰迎職業賽第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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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如曹星如((左左))與澳門拳手吳國
與澳門拳手吳國

權提前向大家拜年

權提前向大家拜年。。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居里居里((左左))上籃上籃。。 美聯社美聯社

■■杜凱琴奪冠杜凱琴奪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細威細威」」今屆澳網提
今屆澳網提

早出局早出局。。
路透社路透社

■■保殊砍下保殊砍下2424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昆卡將帥提早拜年昆卡將帥提早拜年。。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中國拳手鄒市明積極中國拳手鄒市明積極
備戰備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傑志新兵卡斯干傑志新兵卡斯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