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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開普敦18日電 南非殘奧
明星皮斯托瑞斯槍殺女友案的庭審
18日繼續進行。針對此前警方工作
人員當庭出示的案發現場照片，辯方
律師羅斯提出了質疑。

警方提供的照片包括帶有血跡
的板球棒、浴室門以及「刀鋒戰

士」射殺女友斯滕坎普時
使用的9毫米口徑手槍。羅
斯認為，警方攝影員斯塔
登挪動了現場證據，從而
「製造了巨大混亂」。羅斯還稱，警方提供的證言在時間上出
現了與之前作證時不一致的情況，不禁令人生疑。
羅斯表示，警方在調查中的一些失誤導致現場有些證據已遭

到污損，不能再作為證據使用。「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會
給案發現場製造多大混亂？」羅斯在質疑照片時說，希望借此
推翻證人證言的可信度。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香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騎士 對 雷霆
●火箭 對 木狼
拓荒者 對 巫師
◎勇士 對 公鹿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勇士 103:89 魔術
帝王 117:111 巫師
拓荒者 120:115 公鹿
鷹隊 118:113 速龍
騎士 96:100 熱火

○now678台7:00a.m.直播
●now635台8:00a.m.直播
◎now678台10: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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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電 網
壇女單世
界排名第
1 的莎蓮
娜威廉絲
18 日 表
示，她已
迫不及待
要重回賽
場。這位
美國名將
20日即將在佛羅里達的索尼網球公開賽上開啟衛冕征程。
「這裡是我的主場，我不用去很遠的地方比賽，而且我經常

在這裡訓練，」「細威」說，「我很熟悉這裡的場地，以及這
裡的風力和溫度。」莎蓮娜威廉絲還表示，目前自己的背部沒
有問題。受背傷影響，32歲的「細威」在上個月的迪拜公開賽
準決賽中爆冷負於法國選手科內特，之後又缺席了巴黎銀行
賽。
除了為重回賽場感到高興之外，「細威」表示自己也有些緊

張，但她樂觀地認為：「我現在很興奮，我想我已經準備好
了。一直訓練會很枯燥，即使我知道那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
渴望比賽，現在談結束職業生涯為時尚早。」

紐約人老闆杜蘭與球隊總經理史
提夫米斯和「禪師」一起出席了發
佈會。對於目前排在東岸第9的紐
約人來說，「禪師」的加盟對於他
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積遜也
對於球隊的未來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透露，自己與紐約人的合同為期
5年，而眼下的目標就是理順球隊
的球員關係，讓紐約人衝進季後
賽。
對於此前有報道稱「禪師」上任

之後的換帥問題，積遜表示自己會
在賽季結束之後與紐約人現任主帥
活臣進行溝通，到時候再決定他

的去留。
另外，對於紐約人與積遜來說，
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考慮對待
球隊核心安東尼。積遜表示，安東
尼毫無疑問將是他未來建隊的核
心。「毫無疑問，我可以直接肯定
地說，安東尼肯定將會是球隊未來
計劃中的一部分，這一點毋庸置
疑。安東尼是現役單打能力最為出
眾的球員，但是，他應該還可以提
升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對於安
東尼，積遜這樣評價道。
不過，僅靠安東尼一個人顯然還

無法達到積遜心中滿意的高度，在
談到他對球隊未來的計劃，尤其是
2015年的自由球員市場時，積遜

表示，安東尼還需要一個強有力的
幫手，因此，他們還會在2015年
去追逐另一位球星來幫助安東尼。

欲獲總冠軍寫另一里程碑
「禪師」曾領公牛及湖人合共贏

得11次總冠軍指環，在2011年季
後賽後退休，球員時代為紐約人贏
得過 2 次 NBA 總冠軍，亦是自
1973年穿起紐約人球衣封王後，
球隊再也未嘗總冠軍滋味。
對於球隊的未來，積遜充滿

信心地表示：「如果能夠幫助紐
約人獲得一座總冠軍獎盃，那將
會是我生涯裡的另一個里程
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新華社華盛頓
18日電 經歷前一段時間6戰5
負的低迷後，邁阿密熱火近兩場
NBA比賽找回了狀態。18日客場
以 100：96 小勝克里夫蘭騎士
後，熱火收穫兩連勝。與球隊一
起重拾狀態的，還有當家球星勒
邦占士。韋迪今仗休戰，「大
帝」當日 19投 14 中，拿下 43
分，其中第1節獨取25分。
「當我以這樣一種方式開場

後，我感覺今天奔着50分或者60
分去了，」勒邦占士賽後談到單
節25分的表現時說。勒邦占士在
前3節過後就拿下37分，不過熱
火卻未能在比分上「甩掉」對

手，雙方在末節開始前戰
成79平。
隨着勒邦占士將更多精力投入

到進攻組織上，另一位「巨頭」
保殊站了出來。連入9分後，保
殊幫助客隊在還剩2分24秒時以
93：88領先。騎士仍有機會走出
逆境，然而勒邦占士在最後兩分
鐘裏送出兩記關鍵封阻，6次罰球
全部命中，帶領熱火全身而退。
從2010年夏天離開騎士隊以

來，勒邦占士在與老東家的交鋒
中取得13勝1負的戰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19日，
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
正式解除了對孫楊的「三停」懲罰，並建議國
家游泳隊酌情批准孫楊正式參加集訓。
去年11月，孫楊因違紀和無證駕駛等問題被

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處以停訓、停賽和停止
商業活動的「三停」處罰。禁令發佈不到兩個
月，孫楊中途加入浙江游泳隊在雲南昆明高原
的冬訓，默認「三停」中的停訓終止。
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負責人表示，此前，
根據孫楊的思想認識及傷病情況，學院適時安
排了相應的文化學習、思想道德與法制教育、
恢復性訓練和治療。而孫楊在訓練和生活管理
方面也較為自覺，能嚴格遵守國家隊的管理制
度，主動與管理人員匯報思想情況，與朱志根

教練的溝通也比較融洽，進步明顯。「孫
楊的認識態度和實際表現，已達到了解禁
的要求。基於此，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
決定自即日起解除對孫楊的停訓和扣發相
應津補貼處罰，並建議國家游泳隊酌情批
准孫楊正式參加集訓。」
據了解，趁着解禁時間，孫楊接受了
「囊腫」、「甲溝炎」等手術治療，有效解決
了因備戰奧運會而未及時治療的傷病問題。為
盡快恢復良好的身心狀態，孫楊已於2月底跟隨
朱志根教練赴北京進行康復訓練。
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負責人表示，如果身

體恢復良好，孫楊將參加5月在青島舉行的全國
游泳冠軍賽暨2014年仁川亞運會選拔賽，這也
將是孫楊解禁後參加的首場比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已退役近兩

年多的前國家體操隊女將程菲，昨午與香港
浸會大學同學互動交流，並一時技癢走上場
做出3個側手翻接跳躍、手倒立、平衡木上
單腳探海等難度動作，令連前國家隊教練趙
漢華也感意外。

冀到美國修讀外語
對於同學提問她傷後如何走出低谷？程菲

坦言需要克服因傷而生的負面情緒，絕不能
逃避。此外，程菲認為此行和大學生交流，
對自己當兒童教師的教學方式，獲益良多。
程菲亦透露未來有計劃走出去，到美國修讀外語，了解該國先進的體操體
制，望能進入國際體操聯盟工作。

孫楊解禁 亞運或成 首戰

皮斯托瑞斯案
警方現場照遭質疑

程菲交流露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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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出戰索尼網賽的塞爾維亞美女伊雲奴準備出戰索尼網賽的塞爾維亞美女伊雲奴
域域，，昨日賽前親親海豚昨日賽前親親海豚，，輕鬆一番輕鬆一番。。 法新社法新社

親親海豚親親海豚

安東尼必成建隊核心

NBA球會紐約人昨日舉行

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禪

師」積遜加盟球隊，成為球隊

總裁，將負責以後與球隊相關

的所有籃球決定。在發佈會

上，「禪師」也談到了自己對

於紐約人未來的看法與計劃；

他表示，安東尼將毫無疑問是

紐約人未來的建隊核心。

「「大帝大帝」」手風順手風順 熱火燒死騎士
熱火燒死騎士

北京男籃先勝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舉行的2012－2014賽季CBA聯賽（中國男籃職業聯

賽）總決賽首戰，北京男籃作客以95：75戰勝新疆男籃。

乒乓球亞洲盃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今日開打的乒乓球亞洲盃，昨日進行分組抽
籤，香港女將李皓晴被分在A組與國手丁寧等同組，而另一位港將姜華珺則
同國手李曉霞於B組；男單方面，港將唐鵬及江天一分別在B及C組。港乒
總教練陳江華對姜華珺和李晧晴能晉身次圈抱有很大期望，因為兩人都抽得
好籤。至於男隊，陳江華就以難打來形容他們，但誓將力拚小組次名。

葉莉英再賽惹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廣珍珠海報道）中國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
2014珠海精英賽今日（20日）在珠海東方高爾夫球場開打，其中，中國女子
高爾夫的「開路先鋒」葉莉英時隔5年後重返本土賽場備受各界關注。

港7欖劍指奧運席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7人欖球成為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項目，
男、女隊皆劍指2016年奧運亞洲區唯一代表席位。港男子隊總教練備加力指
出：「目前擁有世界級水準訓練設備，隊員能好好地為香港男、女子7人欖
球代表隊準備今年的亞運會，而且也有利香港隊爭取2016年及2020年奧運
會入場。日本是亞洲最強，港隊的目標就是直接挑戰他們。奧運亞洲區只一
張入場券，港隊目標就是這個名額。」

體壇連線

■「細威」賽前與小朋友玩呼拉圈。 美聯社

■程菲技癢上場表演。
潘志南攝

■皮斯托瑞斯出席聆訊。
法新社

■孫楊停訓處罰
解除。 新華社

■■勒邦占士勒邦占士((中中))被夾擊被夾擊。。
美聯社美聯社

■■安東尼安東尼((右右))成為積遜成為積遜
建隊核心建隊核心。。 法新社法新社

■■紐約人老闆杜蘭紐約人老闆杜蘭((左左))
與積遜出席新聞發佈與積遜出席新聞發佈
會會。。 美聯社美聯社

昨日亞冠分組
賽，中超北京國
安 ( 下) 主場以
2：1 擊敗澳職
球隊中岸水手。
另一支中超球隊
貴州人和作客以
1：1 賽和韓職
球隊蔚山現代。

新華社

北京勝
貴州和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傑

志亞協盃再取3分！憑巴倫古素梅
開二度，香港甲組足球隊傑志昨晚
於旺角大球場以2：0輕取緬甸球隊
奈比都，3戰積7分繼續名列H組
榜首。賽事共吸引1,850名球迷入
場欣賞。
上仗浪費領先兩球優勢被浦那迫

和的傑志，今仗不敢再掉以輕心，
列斯奧、佐迪及巴倫古素3名外援
球員悉數上陣，而中則以黃洋、高
文及林嘉緯負責組織攻勢，唯獨盧

均宜賽前因肚屙先任後備由曾錦濤
代替。
傑志甫開賽顯出強烈爭勝心，不

斷前場緊迫令客軍退守後場，而今
仗有盤傳射俱佳的佐迪復出下，組
織亦遠較上仗流暢；傑志更早於8
分鐘便先開紀錄，佐迪妙傳予無人
看管的巴倫古素射入先拔頭籌。可
惜佐迪其後射失12碼未能拉開比
數。落後的奈比都隨即反撲，其中
以曾効力英格蘭球會的迪柏達最具
威脅，這位33歲的意大利前鋒多次

利用高大的身型衝擊傑志防線，製
造混亂。
傑志今仗完全控制大局，發揮出

擅長地面傳控的踢法，中場指官林
嘉緯更光芒四射；換邊後僅1分
鐘，林嘉緯就送出助攻予巴倫古素
頭槌破網，傑志領先2：0。其後巴
倫古素及佐迪相繼有機會增添紀
錄，可惜被門楣所阻，最終傑志以
2：0輕取奈比都，取得亞協盃第2
勝。至於H組另一仗，淡濱尼則以
3：1擊敗浦那。

傑志兩蛋贈奈比都續帶頭

■巴倫古素(左)與隊友曾錦濤夾擊對手。
郭正謙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