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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頓今仗手感火熱，首節已獨取22
分，協助火箭以42:17拋離帝王

25分，半場則領先69:51。戰至下半
場，夏頓與懷特侯活攜手領軍狂攻帝
王，將領先優勢擴大至30分以上，結
果令最後一節成為「垃圾時間」，讓
首3節砍入43分的夏頓可坐在後備席
休息等完場。
夏頓賽後說：「這是一場典型的火
箭式勝利，也是我們需要的。尤其是
在賽季尾段，球隊必須時刻專注，不
能放鬆。」火箭主帥麥克黑爾也肯定
球員的表現說：「大比數領先後，必
須想辦法讓球員保持專注力，幸好他
們都做得不錯。」
懷特侯活是役貢獻20分和11個籃板
球，雖然在首節進行至7分多鐘時，因
一次與帝王中鋒卡臣斯相撞，傷及膝
部，需要由艾錫入替，並返回更衣室
處理，不過在半場尚餘7分10秒時，
侯活重返賽場。侯活賽後表示：「我

仍然有些隱隱作痛。在比賽時，我會
盡量保護膝蓋。」

卡臣斯連續技犯被逐
帝王中鋒卡臣斯上陣僅20分鐘，因

頂撞裁判而連續2次被罰技術犯規，結
果遭逐離場，賽後卡臣斯沒有接受訪
問，而是在社交網站上致歉：「我對
自己在場上的表現感到失望，我想對
球隊和球迷說聲抱歉，讓他們失望
了。」
帝王主教練米克馬龍認為，這名新

星應該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他說：
「他失控了，結果被逐離場，我們都
看見。的確有些讓人失望，不過更失
望的是球隊在場上的表現。顯然，
我並沒有寬恕這種行為，他
應該學會好好控制自己的
情緒，讓他明白到上場是要
他比賽，而不是讓他被
逐！」
卡臣斯今季共 15 次被罰技術犯

規，如果再犯，將會被罰停賽1場，而
且此後每次技術犯規，都將被罰停賽1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香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溜馬 對 公鹿
○速龍 對 巫師
●熱火 對 紐約人
金塊 對 網隊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騎士 93:99 速龍
溜馬 118:98 湖人
巫師 115:106 魔術
鷹隊 103:107 公牛
金塊 95:100 拓荒者
太陽 101:110 木狼
帝王 103:129 火箭
○now678台8:00a.m.直播
●now635台9: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首3節狂轟43分

夏頓弒帝王夏頓弒帝王
火箭後衛夏頓周二在作客對帝王一役，首3節便轟進43分，個

人職業生涯第4次單場得分突破40分，率領球隊以129:103取得

大勝。夏頓賽後形容今仗是典型的火箭式勝利。

溜
馬
眾
將
激
讚
伊
雲
端
拿

聯盟防守最強的溜馬，周二在主場展現進攻銳利的一面，新加
盟的前鋒伊雲端拿帶領後備球員合共攻入今季最高的50分，最終
以118:98輕取西岸「包尾大幡」湖人，賽後溜馬一眾主力均大讚
伊雲端拿的加盟，令溜馬變得更強大。
伊雲端拿在球員交易截止日由76人轉投溜馬，周二首度為新
東家披甲，後備上陣貢獻13分和6個籃板球，加上5名正選球員
得分全達雙位數，結果合力率領溜馬大勝湖人20分，並以43勝
13負的成績，續在聯盟領導群雄。
溜馬全明星前鋒保羅佐治賽後讚賞新隊友伊雲端拿說：「他是

個天才，很高興他能加入我們。」後衛佐治希爾亦說：「我們可
能是NBA中最具深度的球隊之一，現在我們大概有15名球員能
夠上陣比賽。他極具天賦，可以獨自製造出手機會，甚至完成關
鍵投籃。能夠有他在隊中，感覺太棒了。得到端拿後，我們已趨
於完美。」

湖人主帥自嘲打得差
溜馬今仗在半場僅以57:54領先，不過在第3節先後打出14:5
及11:2的比分，確立多達21分的領先優勢奠勝。湖人慘敗後，
現以19勝38負排在西岸包尾，主教練迪安東尼賽後說：「我們
會回去翻看影片，看看我們到底打得有多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聯盟否認考慮增設4分球
NBA營運主席科恩及副主席雲達維治日前接受美國ESPN網站訪問時透
露，聯盟正在討論增設4分球的可行性，不過聯盟發言人法蘭克其後澄清，
NBA目前沒有設立4分球的打算。法蘭克說：「NBA與競賽委員會從沒有

嚴肅討論過設立4分球的事，科恩與雲達維治目前的想法
只是隨便說說，ESPN編造了一個並不存在的事實(聯盟考
慮設定4分球)。」

占士或戴面具鬥紐約人
熱火「大帝」勒邦占士早前在對雷霆一仗爆鼻浴血，因而錯

過對公牛的比賽，占士周二在訓練後表示，力爭在周四主場對紐
約人的比賽中復出，占士說：「如果斯波爾斯特拉安排我上陣，我

肯定會戴面具參賽，這種日子應該會持續一段時間。」占士日前曾將
一張戴上電影《蝙蝠俠》其中一個角色面具的圖片上載至社交網站，不過
根據聯盟規定，球員只能戴上普通塑膠面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NBA速報

有「體壇奧斯卡」之稱的勞倫斯世界
體育獎昨日公布最佳男、女子運動員候
選名單，3屆最佳男運動員得主保特今屆
面對多位勁敵挑戰，包括4屆F1世界冠
軍維泰爾和男網世界一哥拿度等；女子
方面，同為3屆得主的莎蓮娜威廉絲(細
威)則與美國同胞、18歲「女飛魚」法蘭
克林及斯洛文尼亞滑雪冠軍梅茲爭奪這
項殊榮。
由於里約熱內盧陷入財困，今年的勞

倫斯世界體育獎將於下月26日移師至吉
隆坡舉行，大會昨日公布分量最重的最
佳男、女子運動員候選名單，當中爭取
平紀錄4度獲選的保特，將與五度獲提名
的4屆F1世界冠軍維泰爾、去年法網和
美網冠軍拿度、上季為皇家馬德里及葡
萄牙國家隊共轟進69球的C·朗拿度、
莫斯科田徑世錦賽雙料冠軍法拉和成功

衛冕NBA總冠軍和MVP的「大帝」勒
邦占士爭獎，「冧莊」難度甚大。

法蘭克林女子最佳大熱
最佳女運動員獎方面，現年18歲的法

蘭克林成為大熱人
選，去年這名美國
女泳手在巴塞羅那
世錦賽上成為首名
在同屆世錦賽上拿
到 6 金的女運動
員，而細威則奪得
去年法網和美網兩
個大滿貫冠軍。
另外，奪得世錦

賽個人全能、超級
大回轉、大回轉和
混合式滑雪冠軍的

梅茲被視為「黑馬」分子，而「撐桿跳
女皇」伊辛巴耶娃、牙買加短跑名將費
莎以及德國女足門將安格勒亦在候選名
單之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西班牙男網球手費拿周二在墨西哥
公開賽首圈以6:2和6:3的盤數，輕取
哈薩克球手古庫舒金晉級，並取得個
人第 250場硬地賽勝利，而 2號種
子、英國球手梅利則在先失首盤3:6
的劣勢下，連追2盤6:1和6:2，反勝
西班牙球手安度哈爾，雙雙躋身次

圈。

張帥逆轉躋次圈
女單方面，中國球手張帥以4:6、6:

1和6:4的盤數逆轉擊敗美國新秀姬
絲，晉級次圈。張帥賽後說：「因為
對手很強，進攻非常厲害，有很好的

發球，底線球也非常有爆發力，如果
在任何方面有漏洞，很難戰勝姬絲，
所以能在落後的情況下拿回來，我對
自己的表現很滿意。」張帥下仗將迎
戰世界排名已急跌至第268位的加拿
大球手禾絲妮雅。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體壇奧斯卡」保特四面受敵

費拿收穫硬地賽250勝

■■侯活撞傷膝蓋倒地侯活撞傷膝蓋倒地。。 美聯社美聯社

■伊雲端拿(右)首度為溜馬上陣。 路透社

■費拿輕鬆晉
級。 法新社

■■卡臣斯(右)兩度頂撞裁判被逐。美聯社

■■今年的勞倫斯世界體育獎將於下今年的勞倫斯世界體育獎將於下
月月2626日在吉隆坡舉行日在吉隆坡舉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保特已三
度獲選。

資料圖片

■■夏頓夏頓((左左))個人職業生涯第個人職業生涯第44
次單場得分逾次單場得分逾4040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橫濱前鋒福田健二(中)回防救亡。 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兩支亞協盃香港代
表昨晚命運各異，傑志作客淡濱尼錄得1場5:0大
勝，相反主場出擊的南華卻意外以1:3不敵首度參加
亞協盃的越南球隊寧平凱撒水泥，分組賽晉級之路相
當崎嶇。
排出進取陣容的南華，開賽早段與對手打成均勢，
不過球隊防守力不足的缺點卻漸漸顯露，中場沒有防
守悍將狄卡奧坐鎮下，不斷被寧平凱撒水泥的反擊直
搗心臟地帶，一對「土炮」中堅亦被對方步大力雄的
外援壓制。
上半場12分鐘，客軍的禾尼亞突破後橫傳至門

前，由拜恩近射破網先開紀錄。26分鐘，丁文大一記
世界波更為客隊領先至2:0。南華其實亦不乏埋門機
會，可惜巴域斯、陳肇麒及卡古特均未能把握。
換邊後，試圖大舉反撲的南華再遭打擊，積施利

「擺烏龍」，令南華遙遙落後至0:3，雖然陳肇麒取
得回歸南華後首個入球，一度為南華燃起一絲希望，
可惜球隊其後空群而出仍無以為繼，未能再在屯重兵
於後場的寧平凱撒水泥身上取得入球，南華最終以1:
3不敵對手慘吃悶棍，若要突破分組賽，今後不容再
失。
相對於南華的潰不成軍，傑志的亞協盃之旅則有個

好開始。佐迪的梅開二度，加上陳文輝、徐德帥及巴
倫古素各入1球，傑志以5:0大破新加坡球隊淡濱尼
取得完美開局。傑志下場將於3月12日假旺角大球場
對印度球隊浦那。

南華南華傑志亞協兩重天傑志亞協兩重天
■■陳肇麒陳肇麒((中中))射射
門遭封阻門遭封阻。。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寧平凱撒水泥球員慶寧平凱撒水泥球員慶
祝首開紀錄祝首開紀錄。。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太陽飛馬
昨晚在港甲聯賽變陣成功，在下半場10分
鐘內連取2個入球，打開缺口，最終以3:1
擊敗橫濱FC(香港)，一洗 6場不勝的霉
氣，2014年首次響起勝利鐘聲。全取3分
的飛馬，以17分昂然晉身聯賽三甲，而橫
濱只得9分續排第10位。
上半場飛馬在前線欠威脅，35分鐘即以

麥基後備上場代替元洋，目的是加強前場
竄擾力，以圖撕破橫濱防守線。
易邊後5分鐘，飛馬中堅摩域治頂入成
1:0，打開缺口。58分鐘，拉斯錫禁區頂接
應陳柏衡左路高空傳送撞射成2:0。61分
鐘，橫濱FC多得飛馬球員施薩「擺烏
龍」破蛋。85分鐘，飛馬在一次快速反
擊中，由麥基左路底線橫傳，鞠盈智扣順
射成3:1完場，打開今年的勝利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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