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年29歲的勒邦占士連續2年協助熱火贏
得總冠軍，並包辦2屆總決賽MVP，職

業生涯已四度榮膺MVP(最有價值球員)，另
外7次入選最佳陣容，5次入選防守一隊，本
周末還將迎來個人第10次全明星賽，集多項
重要榮譽於一身。
毫無疑問，占士肯定會成為史上最偉大球
員之一，但「大帝」並不滿足，豪言自己可
成史上最偉大的四大天王。占士大口氣說：
「是的，我確定當我退役後，會是史上最偉
大的4位球員之一。如果大家不想讓我列入
史上前4，最好在那座山上給我騰出個位置，
有人會被擠下去，但這不是我決定，是『建
築師』決定的。」
當被問到誰是史上最偉大球員三甲人選

時，占士輕易選出米高佐敦、布特和「魔術
手」莊遜，從此看來，占士深信自己的成就
可媲美這三大名宿。不過，爵士主教練哥賓

認為在聯盟中實難以挑選前5、十大、甚至
50名最偉大球員，因為每人都有不一樣的心
水人選。

狀態回勇射落太陽
在未被外界評選為史上最偉大的四天王

前，占士續以表現令外界信服。經過上場對
爵士僅得13分的低迷一役後，「大帝」周二
重拾勇態，在韋迪因頭痛缺陣下領軍作客太
陽，全場上陣41分鐘，22次起手命中12球，
14次罰球投射入11球，獨取全場最高的37
分，另外貢獻9個籃板球和5次偷球，帶領熱
火以103:97擊敗太陽，錄得客場7連勝。
占士賽後表示：「我們從一個客場來到另

一個客場，而且韋迪不能上陣，我知道應該
站出來，保持侵略性。我感覺很好，肩膀也
好多了，膝蓋也不錯，希望能繼續保持。」
日前，占士在訓練中表演入樽，成為各大媒

體的頭條，但「大帝」自稱動作沒有提前設
計，先跳起來再做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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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將滿51歲的「波神」米高佐
敦，提前獲得最佳的生日禮物，其新
任妻子、古巴名模普利托周日為佐敦
生下一對孖女，並已分別取名為維多
利亞和伊莎貝爾，連同與前妻所生的
3名孩子，「波神」已擁有5名子女，
足可湊夠一隊5人球隊。

已為女兒取名
米高佐敦的發言人波特諾伊周二證

實，現年35歲的普利托周日在佛羅里
達州西棕櫚灘為佐敦誕下一對孖女，
波特諾伊說：「伊薇特(普利托)和BB
的情況都很好，整個家庭都很高興BB
出世。」
米高佐敦與前妻雲蘿育有 2子 1

女，分別為兒子謝菲、馬卡斯和女兒
賈思敏，二人在06年離婚收場。6年
前，佐敦邂逅現任妻子普利托，並在
去年4月結婚。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屯門和愉
園2支甲組球隊日前被足總暫停今季餘下
賽事，身兼屯門足球隊主席的區議員陶錫
源苦笑表示，足總是在打壓地區足球，而
愉園領隊盧冠銘則透露，球隊決定就足總
的判決，入信提出上訴。

足總日前以屯門和愉園在管治安排及
財政能力上不夠穩健為由，作出兩隊在今
季餘下賽事停賽的決定。陶錫源指出足總
停止屯門在甲組繼續比賽是打壓地區足
球，他說：「早前在足總聽證會上回答，
球會的財力是沒有任何問題。屯門以車馬

費方式繼續運作，球員人數足夠，可完成
今屆餘下所有賽事。有關的財政保證相當
空泛，就連足總提出的球會財力保證，也
難定下準則。」他透露，球隊稍後將召開
董事會，研究善後工作和未來路向，包括
合約球員的去留和未來參賽的預算等。
愉園方面，領隊盧冠銘昨晚在預備組

比賽前表示，會方昨晨召開執委會，會上
已有議決，不認同足總前晚公布停止愉園
在甲組比賽的理由，決定入信足總提出上
訴。

李輝立：未審先判
流浪總監李輝立替屯門和愉園不值，

他表示：「足總沒有白紙黑字寫明每支甲
組球會需要有多少資金儲備，以這個理由
踢走愉園和屯門，對2間球會是不公道。
足總有今次的決定，但當初為何容納12
支甲組隊呢？而且ICAC都沒有定罪，但
足總董事局的處理，會令外界認為2間球
會是有罪，有未審先判的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此前陷入欠薪風波的綠地申花，終於
在最後時刻解決問題，並向足協遞交註冊

材料。昨日(12日)全隊飛往韓國木府，展
開為期12日的拉練。球隊主教練沈祥福
表示，儘管現在球隊缺兵少將，但他仍然

對新東家的前景充
滿信心。
上海市足協秘書

長隋國揚表示，上
海綠地足球俱樂部
已向上海市足協遞
交了註冊申請。不
過，他並未透露俱
樂部通過甚麼方式
解決了欠薪糾紛。
有消息稱，綠地集

團已向隊員們作出承諾，此前拖欠的工資
和獎金肯定會發放，而且數額並不巨大，
因此對集團而言不成問題。同時也有消息
指，綠地集團已將上賽季申花球員所欠工
資全部結清。上海市足協接下來會將註冊
材料上交給中國足協，幫助綠地俱樂部完
成接下來的註冊手續，順利參加新賽季中
超聯賽。
按照計劃，綠地申花昨日早上乘坐航

班，飛往韓國木府，24日返回上海，備
戰3月初開打的中超聯賽。綠地申花此次
拉練的對手當中，不但有K聯賽中游球隊
全南天龍，更有亞冠聯賽常客全北汽車和
浦項制鐵。

卡塔爾公開賽周二結束首輪
賽事，中國女網球手張帥用時
1小時6分鐘，以6:3和6:2的
盤數，擊敗烏克蘭資格賽選手
扎內夫斯卡，輕鬆晉級次圈。
下一輪張帥將要迎戰另一位由
資格賽晉級的捷克球手塞特高
夫絲卡，後者首輪爆冷擊敗美
國的11號種子史提芬絲。
另外，日前順利闖過首圈的
彭帥，次圈對手是捷克名將薩
法洛娃。作為頭號種子的李娜
首圈輪空，次圈將面對淘汰意
大利老將舒夏禾妮的斯洛伐克
球手雷芭里高娃。 ■新華社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香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公牛 對 網隊
○湖人 對 雷霆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山貓 114:89 魔術
騎士 109:99 帝王
公牛 100:85 鷹隊
灰熊 92:89 巫師
太陽 97:103 熱火
拓荒者 95:98 雷霆
湖人 79:96 爵士
○now635台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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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連線

傅家俊冠軍聯賽4強落敗
香港桌球手傅家俊周二在冠軍桌球聯賽

第5組準決賽，以總局數2:3不敵戴爾，未
能躋身決賽。傅家俊在第5組以3勝3負的
成績排名第3，稍後將在第6組賽事，與戴
爾、戴利、希堅斯、衛冕冠軍古爾德，馬
克威廉斯和霍爾特爭奪第6個總決賽名額。

曹星如抵濠江訓練備戰

香港不敗超蠅量級拳手、「神奇小子」
曹星如昨日應澳門拳手吳國權邀請，前往
澳門威尼斯人劇場訓練中心一同對練，備
戰22日舉行的「皇金爭霸戰」，力爭衛冕
WBC亞洲洲際超蠅量金腰帶及爭奪WBO
亞太區超繩量級金腰帶。

泰拳王者戰下月港上演
泰拳王者之戰──「Xtreme Muay Thai

2014(XMT 2014)」將於3月29日假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匯星上演，屆時共有來自香
港、泰國、日本、韓國和澳洲等16位世界
級拳王聯同8位拳手同場較量，當中香港
「不沉艦」李鑑任越級挑戰日本拳王中村
敏射。

港乒派兵連戰中東兩賽
香港乒乓球隊日前已啟程出發中東，出

戰國際乒聯職業巡迴賽科威特公開賽和卡
塔爾公開賽。港乒今次共派出5男5女出
賽，分別由唐鵬和姜華珺領銜男、女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屯門不滿打壓愉園決提上訴

申花解決欠薪赴韓拉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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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邦占士被視為聯盟現今的領軍勒邦占士被視為聯盟現今的領軍

人物人物，，最近最近「「大帝大帝」」在在NBA TVNBA TV一一

次專訪中表示次專訪中表示，，退役後應會排在史退役後應會排在史

上最偉大球員前上最偉大球員前44位位，，暗指自己可暗指自己可

比肩比肩「「波神波神」」米高佐敦米高佐敦、「、「小鳥小鳥」」

布特和布特和「「魔術手魔術手」」莊遜莊遜。。

最偉大Big 4

■米高佐敦(左)與妻子喜獲孖女。
美聯社

■■保殊保殊((中中))單單
手入樽無人能手入樽無人能
阻阻。。 法新社法新社

■占士暗指自己比肩米高佐敦、「小
鳥」布特及「魔術手」莊遜。 路透社

■太陽的謝朗格連(中)在2名熱火球員之間
成功突破。 法新社

■■陶錫源直指足總打壓地陶錫源直指足總打壓地
區足球區足球。。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愉園在足總判決前已停賽愉園在足總判決前已停賽11個月個月。。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申花大軍昨日啟程前往韓國訓練申花大軍昨日啟程前往韓國訓練。。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帥以總
盤數 2:0 獲
勝。 新華社

■曹星如(左)與吳國權對練。

■李鑑任(左)及另一香港拳手杜恆霖(右)分
別挑戰國際拳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郭正謙)
晨曦大破葵青晉身足總盃8強！
日之泉JC晨曦昨日在嚴寒天氣
下，於旺角大球場面對乙組球
隊葵青，錄得一場9:1的大勝成
功晉級，將與東方沙龍或橫濱
FC(香港)的勝方爭入4強。賽事
共吸引283名球迷入場。
只有7度的低溫並未有影響

晨曦的表現，盡派出4名外援的

晨曦全場佔盡優勢，面對以多
名90後小將為骨幹的葵青，僅
花了4分鐘便打開紀錄，黃駿軒
把握一次角球機會近門建功，
其後勞高再接應橫傳撞射破網
成2:0，加上連拿度的入球，助
晨曦上半場以3球領先，而葵青
則憑汪雙財的入球破蛋。
換邊後，葵青體力明顯下
降，令晨曦的攻勢更盛，最終

連拿度、勞高及張君均成功梅
開二度，加上黃駿軒、貝奧及
張國明的入球，晨曦最終錄得
一場9:1的大勝，創下今季最大
比數的勝仗，晉級後將對東方
沙龍或橫濱FC(香港)的勝方。
晨曦教練招重文對球隊表現滿
意，相信今場大勝可增強球員
信心，希望能乘勢挑戰足總盃
冠軍。

晨曦狂炒葵青入8強

■葵青球員馬文俊(右)欲擺脫勞
高。 郭正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