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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馬今仗讓5名正選休戰，起用9名副選球員出戰
公鹿，其中後備上陣的前鋒高普蘭，全場8射7

中，拿下18分，並在完場前1.2秒成功上籃奠
勝，賽後他說：「這是一場重要勝利。首
先，我們的正選球員太累了，這是個
休整的好機會；其次這場比賽讓
我們的副選增加了自信，並提醒
我們有能力做得比以前更好。」
由於熱火在同日稍後的比賽以5
分之差不敵灰熊，故溜馬得以半個勝
場的優勢重返東岸榜首，而兩軍在周
五的正面交鋒，將對東岸最終排名有決
定性影響。兩軍今季共3次交手，溜馬暫
以2勝1負佔優，而球隊在官方網站中已明
確表示，作客熱火一役將會強陣出擊。

占士第9次單季逾2千分
日前惜負網隊的熱火，周三縱

有「大帝」勒邦占士轟進全場最
高的37分，個人第9季單季總得
分突破2000分，超越高比拜仁
的8次，現役球員排名第1，史
上亦追平名宿渣巴的9次，可惜
熱火最後仍以5分之差負給灰
熊，遭遇2連敗，將東岸「一
哥」寶座讓予溜馬。
灰熊兩名前鋒蘭杜夫及馬克加
素今仗主宰內線成為贏波關鍵，
二人分別取得25分和20分，全
隊在內線的得分高達60分，是熱火的1倍，
籃板球則拿下41個，較熱火多出14個。占士
賽後說：「面對一支身體對抗力極強的球
隊，(己隊)缺少了大個子成為關鍵。我認為比
賽的大部分時間，己隊都打出相當不錯的表
現，但最後一節的形勢逐漸偏離了我們。」
灰熊勝出這場大戰後，在西岸仍位列第9
位，距離第8位的太陽還有1個勝場的差距，
依舊保留殺入季後賽的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聯合會盃下周將重燃戰火，在世界組附加賽
中，美國隊將在主場迎戰法國隊，爭奪一個2015
賽季世界組的比賽席位，但現世界第一的莎蓮娜
威廉絲(細威)及其家姐維納絲威廉絲將因故缺席。
對於「細威」將缺席聯合會盃比賽時，美國隊

的隊長費爾南多斯表示：「她身心上都疲憊了，
需要一段時間休息調整。這對於我們太不幸，但
這種情況有時是會發生的。過去幾個賽季，細威
都很努力，現在她需要恢復精力。」至於「大
威」則沒有意識到聯合會盃與馬來西亞公開賽在
同一周舉行，而這名33歲的美國老將此前已與大
馬組委會簽約參賽。

伊士拿休斯敦賽衛冕失敗
另外，休斯敦泥地冠軍賽周三連環爆出冷門，

頭號種子、「長人」伊士拿及7號種子的希維治
均在次圈出局。
美國球手奎里以6:3和6:4的盤數，將賽會前冠

軍、澳洲名將希維治淘汰，而衛冕冠軍伊士拿則

與德國球手布朗苦戰3盤，最終以4:6、7:6和6:7
敗陣，遺憾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澳門特區政府體育
發展局10日召開新聞
發布會宣布，由奧運
冠軍何雯娜、董棟等
優秀運動員組成的體
育代表團，將於5月1
日到訪澳門表演。
體育發展局代局長
戴祖義介紹，此次到
訪澳門的20名運動員
分別來自蹦床、藝術
體操、技巧3個體操
類項目，當中包括
2012年倫敦奧運會男
子蹦床冠軍董棟、2008年北京奧運會女子蹦床冠
軍何雯娜，在2014年藝術體操世界盃匈牙利站奪
得「3球2帶」冠軍的中國藝術體操隊，以及走紅
《出彩中國人》的技巧全國比賽女三冠軍夏芝
夢、楊曉壹和李潤等。
「五一國家體操精英匯演」將於5月1日下午在

澳門體育館舉行，演出門票將從今日起公開發
售。 ■新華社

美國男籃周三宣布今夏將約戰巴西、波多黎各、多
米尼加共和國及斯洛文尼亞，備戰8月底在西班牙舉
行的世界盃。
美國男籃將於7月28日在拉斯維加斯集合，展開為

期4日的訓練營，準備迎接8月中開始的4場友賽。美
國男籃主席哥蘭基路表示，訓練營與表演賽對球隊爭
取衛冕金牌是十分重要，預料勒邦占士和杜蘭特等當
時得令的NBA超級球星將會入選出戰。
今屆的世界盃賽事於8月30日至9月14日在西班牙

舉行，美國男籃與新西蘭、芬蘭、土耳其、多米尼加
共和國及烏克蘭同處C組，首仗先於8月30日面對芬
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咸美頓巴林測試最快
剛奪得F1巴林站

大獎賽冠軍後不
久，平治車隊的咸
美頓周三又在F1季
中測試賽中以1分
34秒136的最快圈
速獲得頭名。至
此，F1巴林站的比
賽全部結束，各車隊將收拾裝備前往上海參加於20日展開
的中國站比賽。

羅意庭回歸南華鬥遊協
2014年度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事今日假修頓室內

場館繼續進行2場賽事，晚上7時由遊協對有羅意庭重回的
南華，尾場8時45分上演晉龍對超敏，票價分收40元、長
者及學生優惠票30元兩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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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留力周五作客硬撼熱火為了留力周五作客硬撼熱火，，上演東岸巔峰對決上演東岸巔峰對決，，溜馬周三盡溜馬周三盡

遣副選出戰全聯盟遣副選出戰全聯盟「「包尾大幡包尾大幡」」的公鹿的公鹿，，最終作客仍以最終作客仍以104104::102102

險勝險勝，，由於熱火同日作客以由於熱火同日作客以102102::107107不敵灰熊不敵灰熊，，溜溜

馬得以取代對方馬得以取代對方，，重返東岸榜首重返東岸榜首，，在在「「東岸一哥爭東岸一哥爭

奪戰奪戰」」前先來下馬威前先來下馬威。。

派副選捉公鹿派副選捉公鹿 重返東岸榜首重返東岸榜首

溜馬溜馬溜馬留力留力鬥鬥熱火熱火熱火

2014年賽季首個高爾夫大滿貫賽事、總獎金高達800萬
美元的美國大師賽10日在美國佐治亞州奧古斯塔國家高爾
夫俱樂部開打，比賽前夕，大會特意舉行「三桿洞挑戰
賽」，前世界第一的北愛爾蘭球手麥基爾羅伊找來未婚妻
禾絲妮雅琪出任球僮，二人在球場上公然打情罵俏，互相
攬錫，認真冤氣。
「三桿洞挑戰賽」為大師賽的重要傳統節目，以親情和

愛情為主題，賽事非常輕鬆和充滿娛樂性，大多球手都會
選擇讓家人擔任球僮，衛冕冠軍阿當史葛和3屆冠軍米基
遜等都選擇愛人或家人擔任三桿洞挑戰賽的球僮，麥基爾
羅伊則找來女網球星未婚妻禾絲妮雅琪，比賽期間，麥基
爾羅伊與「丹麥甜心」表現親密，羨煞旁人，而禾絲妮雅
琪更有機會代為推桿，並成功入洞，表現「high爆」。

活士缺席 若有所失
今年的美國大師賽缺少了因傷缺席的世界一哥活士，對

此賽事主席比利佩恩感到遺憾，更表示大師賽和整個高球
壇都會想念活士：「和整個高爾夫球世界一樣，我們想念
活士。我最喜歡他的地方是不論他在哪裡比賽，都是強有
力的競爭者。他在奧古斯塔總是會對其他球手產生威脅、
表現出色或是贏得冠軍。私下我不止一次跟他說，在這裡
他可以閉着眼睛推桿，他太了解這個球場了，因此我們非
常想念他。」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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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周三與快艇爆發西岸大戰，杜蘭特與韋
斯布魯克合力轟進57分，帶領雷霆作客以107:
101轟炸快艇，賽後杜蘭特被一致看好成為今季
常規賽的MVP最佳人選。
杜蘭特今仗手風欠順，26次起手僅中8球，但
全場仍貢獻27分，雷霆主教練布魯克斯賽後認
為杜蘭特應該獲選為MVP，而快艇主帥李華士
亦有同感，他說：「我認為杜蘭特打出最好的
賽季，雖然勒邦占士仍然是聯盟最好的球員，
但今季的杜蘭特打出MVP級別的賽季。」

占士大笠高帽
過去5季包攬4個常規賽MVP殊榮的占士，

亦大方承認杜蘭特是今季MVP大熱之選。占士
說：「這一年，杜蘭特一直都是最接近MVP的
球員。他創下一系列偉大的數字。如果他獲得

MVP，那真太棒了，對他及其家人來說都是榮
幸。他在用MVP的方式打球，我不怕被別人抓
住話柄，賽季結束時，他們有權投出自己想投
的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杜蘭特成MVP大熱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香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魔術 對 巫師
速龍 對 紐約人
塞爾特人 對 山貓
●網隊 對 鷹隊
○熱火 對 溜馬
公牛 對 活塞
灰熊 對 76人
木狼 對 火箭
雷霆 對 鵜鶘
公鹿 對 騎士
馬刺 對 太陽
爵士 對 拓荒者
◎湖人 對 勇士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騎士 122:100 活塞
魔術 115:111 網隊
速龍 125:114 76人
巫師 88:94 山貓
鷹隊 105:97 塞爾特人
灰熊 107:102 熱火
公鹿 102:104 溜馬
木狼 87:102 公牛
鵜鶘 88:94 太陽
金塊 123:116 火箭
拓荒者 100:99 帝王
快艇 101:107 雷霆
●now678台7:30a.m.直播
○now635台7:30a.m.直播
◎now678台10: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高普蘭高普蘭((右右))跳起與跳起與
隊友慶祝隊友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細威(左)與大威不會在聯盃亮相。 資料圖片

■■何雯娜將在澳門表演蹦
床。 資料圖片

■■溜馬前鋒端拿溜馬前鋒端拿
((右右))跳投跳投。。 路透社路透社

■■占士未能阻止熱火占士未能阻止熱火
遭遇遭遇22連敗連敗。。 美聯社美聯社

■■杜蘭特杜蘭特 ((右右))甚有甚有
MVPMVP風範風範。。 美聯社美聯社

■■禾絲妮雅琪禾絲妮雅琪((左左))客串任客串任
未婚夫球僮未婚夫球僮。。 路透社路透社

■■禾絲妮雅琪與麥基爾羅伊公然在球場禾絲妮雅琪與麥基爾羅伊公然在球場
上錫錫上錫錫，，認真冤氣認真冤氣。。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男籃將於美國男籃將於77月底集合月底集合。。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咸美頓咸美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