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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索契冬奧會的臨近，當地安保措施
不斷升級，目前這座黑海海濱城市似乎變
成一座重兵把守的要塞：近4萬名警察值
守、電子通訊監控全面升級、高加索山設
立「禁區」、外地車輛禁止進城、郵政包
裹一律開包檢查……讓人感到索契如臨大
敵。媒體披露，索契冬奧會安保投入達20
(約155億港元)至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
這一數字不僅超過歷屆冬奧會，甚至高於
倫敦奧運會。
目前來看，一系列看似「過度」的安保

措施並沒有遭到當地媒體批評，特別是去
年年底伏爾加格勒連遭恐怖襲擊之後，再

嚴格的安保措施在俄羅斯人看起來都是有
必要的。
但問題是，與索契相鄰的俄羅斯北高加

索聯邦區歷來是俄恐怖威脅最嚴重地區之
一，車臣非法武裝常年盤踞於此地，被通
緝多年的車臣匪首多庫·烏馬羅夫也依然
逍遙法外，並揚言要阻止冬奧會舉行。近
幾年來，俄羅斯反恐部門多次挫敗襲擊索
契及周邊城市的圖謀。安保對於索契冬奧
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儘管安全形勢嚴峻，但俄羅斯顯然已經

做好準備。俄奧委會主席茹科夫在伏爾加
格勒恐怖襲擊之後信誓旦旦地表示，索契

冬奧會一切必要的安保措施都已部署，俄
羅斯不會因伏爾加格勒恐怖襲擊採取額外
的安保措施，包括首次採用的觀眾「冬奧
護照」在內的一系列特別措施將確保賽會
安全。對俄羅斯所做的工作，國際奧委會
主席巴赫給予充分肯定，他認為俄當局有
能力在索契舉辦安全可靠的冬奧會。

■■新華社

新華社首爾28日電 世界羽聯於
28日宣佈，2008年北京奧運會羽毛球
混雙冠軍得主李龍大違反了世界羽聯
關於興奮劑檢測的規定，將被處以禁
賽1年的處罰，這讓他今年能否在家
門口參加亞運會成為疑問。
世界羽聯於其官方網站上宣佈，

李龍大與另外一名韓國選手金基正
因「違反相關規定，未能及時告知
行蹤，導致錯過世界羽聯規定藥
檢」而被處以1年的禁賽。根據世界
羽聯的聲明，該處罰將於2014年 1

月23日生效。
「作為世界羽聯國際水平運動員註

冊檢測庫中的選手，李龍大與金基正
需要告知自己的行蹤，從而接受賽外
藥檢，」世界羽聯在聲明中說。
今年25歲的李龍大曾於2008年的
北京奧運會上與李孝貞搭檔獲得羽毛
球混雙金牌，在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
上，他也在男雙項目中取得第3名的
好成績。若最終處罰結果不變，李龍
大將錯過今年在韓國仁川舉行的亞運
會。

新華社華盛頓27日電 目前排名場
均得分榜第1的杜蘭特還在延續着瘋狂
表演，憑藉他的41分和終場前1.5秒的
準絕殺，俄克拉荷馬雷霆27日主場以
111：109險勝亞特蘭大鷹隊，收穫8連
勝。這是杜蘭特連續第11場比賽得分達
到或超過30分，為近10個賽季以來最
佳。

鷹隊在下半場開始後一度領先雷霆14
分。此後杜蘭特開啟進攻模式，末節單
節貢獻13分，並在終場前25秒時命中
跳投，幫助主隊自首節進行兩分鐘以來
首次取得領先。
與杜蘭特分享上周最佳球員的米薩在

3秒鐘之後為鷹隊扳平比分。隨後杜蘭
特在對手的貼身防守下跳投命中，而且
只給對手留下了1.5秒時間。鷹隊沒有
等來奇跡，最終飲恨俄克拉荷馬。
烈治積遜為雷霆貢獻18分，目前雷霆

穩居西岸頭名，下一場他們將面對衛冕
冠軍邁阿密熱火。

柏德遜助速龍破「網」
當日奉獻準絕殺的不只有杜蘭特一

人。在頭號得分手迪羅辛因傷缺陣的情
況下，柏德遜成
為多倫多速龍獲
勝的最大功臣。
在與布魯克林網
隊的比賽中，他
先是斷掉了對手
的邊線球，又在
還剩6秒鐘時跳
投得手，幫助速
龍客場以 104：
103終結網隊的5
連勝。
「這場比賽體現出了球隊的堅韌和頑

強，」全場貢獻15分的柏德遜賽後說。
羅利砍下速龍最高的31分和7次助攻。
網隊的皮雅斯收穫全場最高的33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冤家路窄！
香港足總盃昨日完成抽籤，南華及太陽飛馬
兩支高級組銀牌決賽死對頭將於首圈碰頭；
而另一支奪標熱門傑志雖然首圈只遇上乙組
球隊港會，不過卻與「南飛」同處一區，如
能晉級將於8強碰頭。

今季足總盃將於2月11日拉開序幕，昨日
舉行的抽籤儀式抽出了「死亡之組」，南
華、太陽飛馬及傑志同處一區，只有一隊能
逃出生天躋身4強。南華及太陽飛馬一對高
級組銀牌決賽組合將會於首圈碰頭。對於首
圈即遇上「死對頭」南華，飛馬主帥陳志康
對抽籤結果感到無奈：「這麼早就遭遇南華
當然稱不上是好籤，不過對我們的部署沒有
影響，我們的目標是奪得冠軍，任何對手我
們都有信心取勝。」
而傑志總領隊伍健則強調不論抽籤結果如

何，球隊只要做好自己，相信南華及飛馬在
首圈激戰完畢後會有所消耗，對己隊有利。
至於愉園及屯門兩支球隊能否「停賽期」滿
趕及出賽，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表示會展開
商討，今周內會有決定。

杜蘭特準絕殺 雷霆獵「鷹」

體壇連線
舒麥加或失全部記憶
自從德國「F1車神」舒麥加遇上

滑雪意外後，目前仍住在醫院處於
昏迷狀態，理療師每日為他進行肌
肉練習，暫時沒有生命危險，只不
過仍未清楚何時被喚醒。對此就有
醫學專家表示，依照舒麥加腦部受
重創的情況判斷，即使有朝一日甦
醒，也可能失去全部記憶。

納比否認斟迪比亞路
中 超 廣

州恒大主
帥納比，
有傳這位
世界盃冠
軍教頭打
算羅致名
將迪比亞
路，為恒大再創佳績。然而，他在
接受意媒《意大利足球》訪問時，

卻否認了這個傳言：「迪比亞路是
一名很好的球員，他在祖雲達斯寫
下了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並不符
合恒大的買人方針，因為我們不想
要一些年過30歲的球員。」另有
傳，恒大前鋒穆里奇決定離隊，轉
戰卡塔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斯托瑟：
李娜可挑戰世界第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法國巴黎銀行網球名將交鋒」表
演賽，將於3月3日在將軍澳單車館
舉行，賽事當晚其中一場表演賽，
由亞洲首位大滿貫冠軍李娜與來自
澳洲、2011年美國網球公開賽冠軍
斯托瑟進行對壘。昨日斯托瑟接受
電話訪問時表示：「以李娜剛奪得
澳網冠軍的信心和狀態，相信她可
以挑戰世界第1。」

南華飛馬足總盃首圈碰頭

NBA常規賽周三賽程
(香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客隊
熱火 對 雷霆
速龍 對 魔術
◎鷹隊 對 活塞
塞爾特人 對 76人
公鹿 對 太陽
木狼 對 鵜鶘
小牛 對 火箭
金塊 對 山貓
馬刺 對 公牛
帝王 對 灰熊
●快艇 對 巫師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太陽 124：113 76人
速龍 104：103 網隊
木狼 95：86 公牛
快艇 114：86 公鹿
鷹隊 109：111 雷霆
帝王 99：106 爵士
◎now678台08:30a.m.直播
●now678台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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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代表團出征2014年索

契冬奧會在即，卻接到恐襲威脅

電郵。大軍於下月3日啟程飛北

京轉機奔赴俄羅斯。

香港代表隊在本屆冬奧會只派出一名
香港短跑道速度滑冰運動員呂品韜

參加男子1500米賽事。而代表團只有3
人，包括領隊、香港滑冰聯盟主席葉小
燕及教練呂碩。
領隊葉小燕昨午在授旗禮上接受記者
訪問時透露：三天前香港滑冰聯盟收到
由美國政府發出的恐怖襲擊提示電郵，
提醒可能出現針對香港代表隊的恐怖襲
擊行為。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為了應付恐襲的
可能性，香港代表團提醒運動員，活動
範圍以選手村為主，而往返訓練及比賽
場地也要團隊行動。同時盡可能不要單
獨外出遊覽，並盡可能地展示香港隊隊
衣，以減低成為目標的可能性。代表團
還要求與賽者，在比賽期間必須萬事小
心，即使為香港隊打氣的家人，也需在
搖旗吶喊時注意言行。
對於港隊受到恐怖襲擊的威脅，香港
體育協會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表示並不
太擔心，他相信本屆冬奧有足夠的保安
應對。他稱，當地有1萬4千名保安人
員在比賽區，令他十分放心。他還風趣
地說：「會不會是我們的運動員太強？
這可能是體育對手針對我們。」說笑完
畢，霍震霆認真地說，在這段時間，大
家應該將專注點集中在體育本身，香港

這次取得冬奧的入場券來之不易，希望
大家給予運動員多點鼓勵和支持。

呂品韜單刀赴會
冬奧港隊唯一代表呂品韜也在授旗典

禮後表示恐襲警告未有影響備戰，且為
等待了四年的夢想即將成真而興奮。呂
品韜稱自己為這次比賽準備了3年，是有
備而來，目標是打破自己的最好成績，
爭取進入總決賽。對於保安問題，他相
信這畢竟是一個奧運會，保安規格應該
很嚴密，所以很放心，但自己會盡量留
在比賽的地方，減少外出。
另外，呂品韜還希望與冰壇偶像、

韓裔選手安賢洙見面，因為他在場上
「好型」。對於中國名將王濛臨出征
前受傷缺陣，呂品韜表示可惜。他透
露，他曾在哈爾濱和王濛一起訓練，
對方在場上拚搏到底的精神有可能令
她發生意外。
第22屆冬奧會將於2月 7日至 23日

在俄羅斯索契舉行。香港繼2002年鹽
湖城冬奧會、2006 年都靈冬奧會及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後再次取得入圍
資格。

香港冬奧隊香港冬奧隊

重兵把守 索契安保投入逾200億

恐襲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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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運動員避免單獨外出

收收

■高位截癱
的前中國體
操名將桑蘭
懷孕了！日
前，桑蘭在
微博上曬了
一張「大肚
照」，並寫
下了一段充
滿喜悅的文
字，與大家
一同分享喜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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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索契冬奧代表團舉行授旗儀式香港索契冬奧代表團舉行授旗儀式。。

■■足總盃昨日抽籤。 記者郭正謙攝

■呂品韜(左一)將參加男子1500米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俄警方對體育館重兵把守俄警方對體育館重兵把守。。 法新社法新社

■■韓國羽毛球手李龍大韓國羽毛球手李龍大((左左))。。 新華社新華社

■■杜蘭特投射杜蘭特投射。。美聯社美聯社

■■柏德遜柏德遜((左左))擺脫對手擺脫對手。。 美聯社美聯社

桑蘭懷孕

■■恒大主帥納比恒大主帥納比。。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