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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桌球名將奧蘇利雲日前在威爾斯公開賽輕鬆登頂，並在最後
一局打出147滿分，以12桿超越「桌球皇帝」亨特利保持的11桿滿
分紀錄，成為史上第一人。亨特利日前明言，其保持的7屆世界冠軍
紀錄備受威脅，深信奧蘇利雲很有機會追平或打破紀錄。
現年38歲的奧蘇利雲，近2季大幅減少比賽，但憑藉其驚人天賦，
每個賽季均能衝擊冠軍，日前便在威爾斯公開賽決賽以總局數9:3，
大勝今季狀態大勇、已奪4個排名賽桂冠的中國球手丁俊暉登頂，並
在最後一局「左右開弓」，完成一桿147滿分，個人147滿分桿增加
至12桿，超越亨特利的11桿紀錄，成為史上第一人。

讚奧蘇利雲50歲都夠打
奧蘇利雲下月將出戰世錦賽，力爭個人第6個世界冠軍，若成功奪

冠，將追平老球王史提夫戴維斯的6冠紀錄，距離亨特利的7冠僅餘1
步。對此亨特利承認，其重要的桌球紀錄正受到奧蘇利雲的威脅：
「我最珍惜的7個世界冠軍紀錄也很危險，奧蘇利雲即使50歲也能
打，他很可能追平或打破這個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雷霆孖寶杜蘭特及韋斯布魯
克在76人面前盡顯級數，前者
無負「得分王」美譽，獨取全
場最高的42分，而星級後衛韋
斯布魯克更在短短21分鐘內極
速完成「大三元」，率領雷霆
在主場以125:92擊潰76人。
韋斯布魯克今仗上陣21分

鐘，摘得13分、10個籃板球和
14次助攻，個人職業生涯第8
次錄得「三雙」成績，而要在
如此短時間內完成「大三
元」，更要追溯至1955年的占
托加。杜蘭特賽後對其黃金拍
檔讚不絕口說：「他今晚令每
名隊友打得更好，場上控制得
宜，而且積極上籃。正是因為

他的侵略性，讓隊友們有更多
空位。」

與新秀鬥講「垃圾話」
被視為今季「新人王」大熱
人選的76人後衛卡達威廉斯，
今仗與韋斯布魯克對位，表現
明顯被比下去，12次起手僅中
4球，交出14分、4個籃板球
和5次助攻，而且還在第3節
對韋斯布魯克講「垃圾話」，
不過後者也不甘示弱，奉陪到
底。韋斯布魯克說：「我喜歡
這樣，這真好，因為這也是我
的比賽方式，我與他均喜歡對
抗。」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占士賽前已表明經過周一
瘋狂得分後，身體感到

疲累，加上遭到火箭球員不
停互換防守，結果「大帝」
今仗得分回落，下半場7射
僅1中，最後一節更是「零
得分」，賽後占士辯稱今仗
失去應有的比賽節奏，導致
表現回落：「我在上半場還

能戰鬥，但下半場完全失去比賽節
奏。」
熱火後衛韋迪今仗復出拿到24分，

但球隊大部分時間處於落後劣勢，最
後一節更是落後10分開局，即使一度
將比分扳平，可惜最後還是以3分之

差落敗。韋迪賽後說：「我們原可以在最後一節追回，甚至
贏得比賽，但追分的過程消耗太多能量。」

3分球最後投射落空
完場前，熱火本有機會扳平，將比賽拖至加時

賽，可惜占士最後一擊的3分球投射落空，令球隊
以3分之差飲恨，占士賽後透露，最後一擊原是由
雷亞倫或比士利負責，但因受到火箭嚴防，才迫
使自己要投射。

火箭今仗攻防發揮不俗，5名正選球員得分全
達雙位數字，中鋒懷特侯活摘得全隊最高的22
分和16個籃板球的「雙雙」成績，後衛夏頓也
有21分和11次助攻，而且防守占士的戰術奏
效，最終結束對賽7連敗的尷尬局面。

夏頓柏臣斯輪流防守
火箭主帥麥克黑爾賽後說：「我們用不同球

員去防守占士，我覺得佐敦咸美頓能限制他的
發揮，柏臣斯防得也不錯，夏頓偶爾去防守
他。」目前火箭的戰績改寫為41勝19負，升
上西岸第3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男網世界一哥拿度爭取衛冕印第安韋爾斯大師
賽桂冠將遇上巨大阻力，根據抽籤結果，這名西
班牙球星大有機會在8強開始，便先後遇上另外
三大天王梅利、費達拿和祖高域，奪冠困難重
重。
3屆冠軍拿度在首圈將面對捷克名將史迪柏尼克

或烏茲別克球手伊斯杜明的勝方，如一路順利晉
級，8強或有可能遇上5號種子、英國球手梅利，
假若繼續過關，準決賽或會迎來老對手、剛在迪
拜賽封王的費達拿，如能闖進決賽，或許會與世
界排名第2位的祖高域上演巔峰對決。

祖高域：不再存在統治
祖高域今年開季平平，至今尚未贏得任何錦

標，更是自06年後首次在3月前未能打進任何一
項賽事的決賽。男網近年一直是四天王的天下，
但瑞士球手華連卡在今年的澳網打破壟斷，首度

奪得大滿貫錦標，祖高域認為現在男網再次公開
競爭：「華連卡在澳網打破四天王壟斷，向世人
證明冠軍不再專屬於少數幾個人。男網現已不再
是被某幾個人統治的時代，現在還在季初，很難
預測最終誰會以年終第一結束賽季，但可以肯定
的是很多人都有爭奪年終第一的機會，而不再是
四天王的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馬刺 對 熱火
●太陽 對 雷霆
湖人 對 快艇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騎士 101:122 馬刺
溜馬 96:98 勇士
火箭 106:103 熱火
雷霆 125:92 76人
太陽 96:104 快艇
湖人 125:132 鵜鶘

○now635台9:00a.m.直播
●now678台10: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年僅26歲已連續4屆贏得F1世界冠軍
的德國車手維泰爾，近年一直是法拉利
的頭號挖角對象，不過平治車隊非執行
主席勞達日前爆料指，維泰爾與紅牛車
隊的合約要到2017年才屆滿，這意味
這名德國新車神可能已與紅牛續約2
年。
維泰爾與紅牛的合約在上季由原定的

2014年底，延長多1年至2015年賽季結
束，當時紅牛領隊漢拿曾表示希望雙方
可在2015年後繼續合作。對於維泰爾的
去向，勞達日前在奧地利一個電視節目
中爆料，直指紅牛車隊顧問馬高博士透
露維泰爾的合約至2017年才屆滿，若消
息屬實，法拉利需要再多等2年。

揭幕戰目標成功完賽
2014年F1新賽季將於下周在墨爾本揭
幕，過去4年壟斷總冠軍的紅牛車隊，
冬季試車效果欠佳，就連維泰爾賽前也
調低目標，坦言希望可完成新賽季首
戰，如夠運或許能取得積分。維泰爾
說：「首先，能夠完賽對於我們來說就
是成功，如果有半數賽車無法完賽，我
們可能可取得幾個積分。」
早前在巴林試車，維泰爾曾試過沒有

跑過任何一圈，其紅牛RB10戰車出現
嚴重的電機故障，直至最後一日測試才
重返賽道，但圈速比首名的威廉士車手
馬沙慢超過4秒，其間還因為剎車故障
導致賽車失控。馬高博士承認紅牛要在
揭幕戰追上對手很困難：「我們不在想
要的位置上，要追上對手很困難，我們
不知道能否趕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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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勒邦占士日前對山貓狂轟61分，刷

新個人職業生涯最高得分，賽後被外界捧至上

天，然而周二作客火箭受制對方的互換防守，

全場只有22分進賬，而且在完場前射失一記3

分球，間接令熱火以103:106飲恨，8連勝走勢

告終，而「大帝」亦由天堂跌落回人間。

韋斯布魯克迅「雷」摘「三雙」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奧蘇利雲桌球天才橫溢。 資料圖片

■拿度為個人壁畫揭幕。 美聯社

■占士一臉失
望。 法新社

■懷特侯活(左)取得「雙
雙」成績。 美聯社

■維泰爾在冬季試車效果欠佳。 資料圖片

■維泰爾被踢爆與紅牛的合約至2017年底才屆滿。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明亮)香港短道速滑隊早前出戰索契
冬奧會未有隊醫隨行，事後有指是港協暨奧委會(港協)佔用代
表團名額所致，結果鬧至滿城風雨。昨日港協再發聲明反駁
有關「民政事務局在撥款中建議港協隨隊應派出醫護人
員」，以及「教練指是港協未有按建議派出隊醫」的報道不
正確。
民政局日前回覆立法會議員陳家洛的文件中提到，向港團
發放的65萬元撥款中，已建議港協隨隊應派出醫護人員，對
此港協解釋申請撥款時，對照國際奧委會規定的運動員和隨
行人員人數比例作估計，當時估計代表團名額為13人，其中
包括申請1名義務醫療人員，但今年1月中得知僅得呂品韜一
名滑冰運動員後，故正式名額減至5位，包括1位聯絡參贊。

實報實銷 餘款退還
港協重申，醫療人員安排須視乎參賽運動員人數而定，地區
奧委會會按當時情況和需要而作出取捨。另外，港協表示體院
醫生證實呂品韜身體狀況合格，適合出賽，同時考慮到索契奧
運場地有完善醫療設備和緊急醫療隊伍，而香港滑冰聯盟沒正
式申請醫療人員，加上代表團人數的比例規定，故未能安排隨
團醫療人員。

至於出戰索契冬奧的費用，港協指是根據代表團人數的預算
向政府申請，當中包括機票、住宿、膳食、當地交通、保險及
運動員賽前健康評估等開支。經政府審議後批出預算的9成，
會根據實際需要實報實銷，餘下1成由港協承擔，當中並不包
括運動員備戰的費用，而港協會按程序將未使用的撥款退還政
府。

撥款包派隊醫？ 港協：按比例組團

■韋斯布魯克只用21分鐘便完成「大三
元」。 美聯社

■短道速滑隊與港協代表的紛爭沒完沒了。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港隊敗走越
南，無緣亞洲盃主賽圈！昨晚作客越南出戰
亞洲盃外圍賽最後一仗的港隊，力戰下以1:3
不敵主隊，完成6場比賽後，只得1勝1和4
負積4分，無緣主賽圈。
尚有一線晉級亞洲盃主賽圈生機的港隊，今

仗排出433的進取陣式，新獲入選資格的安基
斯與陳肇麒、麥基組成三箭頭，而中場亦起用
了林嘉緯及鞠盈智兩名技術型中場。港隊開賽
早段亦相當進取，可惜一次角球機會及遠射均
無功而還，其後雙方均以中場混戰居多。

越南憑藉較佳的個人技術取得較多控球時
間，不過有安基斯及麥基兩名快馬的港隊，
表現亦絕不失禮，頻頻以快速反擊製造攻
勢，賽事的均衡到23分鐘終於被打破，港隊
防線被越南中路突破成功，首次射門雖然被
門柱所阻，不過港隊仍難阻對手的補射入網
落後0:1。先失1球的港隊其後再遭打擊，安
基斯勇戰受傷，由林學曦入替，令港隊前線
速度優勢減弱。
換邊後，港隊未有放棄一直加強攻勢，55
分鐘更出現黃金機會，但陳肇麒禁區內接應
回傳一射高出，而麥基的頭槌又被對方門將
救出，反撲不成，港隊更再失1球，越南憑
一次角球攻勢射成2:0。
努力不懈的港隊終於在80分鐘扳回一城，

林嘉緯罰球中柱彈出，盧均宜補射入網成1:
2，不過越南一次快速反擊又將紀錄拉開至3:
1。完場前雙方對攻不斷出現射門，葉鴻輝更
有勇救十二碼的精彩演出，最終港隊以1:3不
敵越南，正式宣布無緣亞洲盃主賽圈。

港足負越南亞盃外出局

■■占士占士((左左))遭柏臣斯嚴防遭柏臣斯嚴防。。
路透社路透社

■港足對越南上下一心。 足總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