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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汽 聯 世 界 房 車 錦 標 賽
（WTCC）俄羅斯站香港時間6月8
日在莫斯科舉行。雪鐵龍車隊的中
國籍車手馬青驊奪得第二回合的冠
軍，成為第一位在國際汽聯頂級賽
事中奪冠的中國人，書寫了中國賽
車運動新的歷史。
根據國際汽聯世界房車錦標賽的
賽制，每站包含兩回合比賽，排位
賽前十的車手分別以順序和倒序排
位出戰。馬青驊在排位賽中名列第
九，在第二回合比賽中他因倒序發
車而獲得從第二位起步的優勢。馬
青驊發車後落到第三位，但他表現
非常積極，不斷尋找機會進行超
越，終於在第七圈成功超越米切利
斯和瓦倫特，排名第一。最終馬青
驊攜手隊友穆勒鎖定第二回合比賽
的冠亞軍。
2012年11月，因所代表的西班牙

HRT車隊遭遇經濟危機，被迫解
散，使得馬青驊作為首位參加F1正

賽的中國車手的夢想破碎。2014年
3月，馬青驊受邀代表雪鐵龍車隊
征戰2014賽季世界房車錦標賽。
對莫斯科站的「意外」奪冠，這

名「85後」賽車手的心態既積極又平
和，他告訴記者：「這場比賽是好的
開始，但也只是開始。我現在還年
輕，狀態也在穩步上升階段。今後我
希望多一些經驗的積累，多一些上賽
道比賽的機會。」 ■新華社

李安納拿轟李安納拿轟2929分分 成獲勝功臣成獲勝功臣

重掌主動權重掌主動權

NBA總冠軍系列賽第3戰，馬刺連
破紀錄。其中於上半場便取得71：
50的領先優勢，以75.8％的投籃命
中率打破了2009年總決賽第3戰，
由奧蘭多魔術創下的75％的NBA總
冠軍系列賽半場最高命中率紀錄。
另外，馬刺在首節便取得41分，
創下1967年以來的總決賽首節最高
得分紀錄。李安納拿單節16分，讓
球隊在鄧肯和柏加都沒有上佳發揮的
情況下領先熱火16分之多。
馬刺上半場一度領先25分，但下
半場，衛冕冠軍開始發力，將分差追

到7分。此時，熱火的支持者終於抬起了頭，他們期待着一場總決賽25分超級逆轉的上
演。2008年總決賽第四戰，波士頓塞爾特人在洛杉磯逆轉24分取勝。不過可惜，熱火沒
能完成逆轉。
儘管這些紀錄並不光彩，但就如此前勒邦占士抽筋時，布魯克林網隊後衛迪朗威廉士
所指出的：「我也想在總決賽上抽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馬刺締半場最高命中率紀錄

馬
青
驊
奪
W
T
C
C
分
站
冠
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世界盃熱潮來臨之際，廣州恒大也不
甘寂寞。在10日下午宣佈在西班牙建恒大
足校分校後，恒大俱樂部再於當晚宣佈另
一個重磅消息：阿爾濱球員于漢超及李學
鵬兩名國腳正式加盟恒大。這是馬雲12億
入股恒大足球後，俱樂部的第一步引援。
據悉，阿爾濱在遇到經濟危機後，于大
寶、于漢超、李學鵬、趙宏略等主力球員
均上了俱樂部的轉會名單，以獲取資金填
補虧空。廣州兩家俱樂部恒大和富力迅速
介入，加入了對于漢超的爭搶隊伍。
10日，恒大俱樂部董事長劉永灼親自前
往大連，和阿爾濱高層商談于漢超和李學
鵬的轉會事宜。就在富力正準備討價還價
時，恒大直接介入並且沒有一點猶豫，爽
快地答應了阿爾濱有關定金和工資方面的
要求。經過一個下午的談判，雙方談妥價
格，恒大以4,800萬元人民幣的打包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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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濱拖欠
于漢超和
李學鵬工
資、獎金
等 約 為
1,800萬，這筆錢都將由恒大支付，這也
意味着恒大為了得到這兩名球員實際支付
的金額可能達6,600萬左右。
簽下兩名球員後，現在恒大不僅僅首發
陣容全是國腳和外援，甚至每一個位置都
有一名國腳級的替補。如此引援策略，也
再次彰顯了恒大的野心。

中華拾錦

李宗偉期待決賽會師林丹
日本羽毛球聯超級系列賽，昨在東京展開首輪

正賽的較量。中國「全滿貫」球員林丹，今年首
度參加超級賽，並在日前順利通過資格取得正賽
資格。對此，馬來西亞名將「一哥」李宗偉表示
歡迎，並期待着與林丹的再度交鋒。他說：「如
果我在決賽中碰到他，我會盡全力戰勝他，畢竟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賽事。」此前李宗偉曾四奪
日本賽冠軍，今年將衝擊第五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小鵬「進駐」北京蠟像館
北京杜莎夫人蠟

像館10日迎來一名
新成員——前體操
世界冠軍李小鵬。
據介紹，李小鵬的
蠟像取材於他在
2008年北京奧運會
雙杠比賽中的一個
動作造型，蠟像身
着的體操服也是李
小鵬當時在比賽中
所穿的隊服。李小
鵬當日在為自己的
蠟像揭幕時笑稱，
當「模特」遠比他想像的複雜，為求迫真，造型
師前期為其量身便耗費了幾個小時，後期蠟像製
作過程更長達數月。

馬術世盃選拔賽青島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張勇，實習記

者 陳姝橋 青島報道）2014年「青島中央公園
盃」全國馬術牧人競技繞桶冠軍賽暨IBHF世界
盃選拔賽首站將於6月14、15日拉開帷幕。而於
15日由中國馬術協會授權的全國性馬術賽事結束
後，將直接產生參加IBHF世界盃馬術繞桶賽的
選手。

馬刺滅火馬刺滅火

在普波域治執教時代，馬刺共10次躋身總決
賽，而在前兩場戰成1：1的情況下，馬刺在

G3的戰績為10勝5負，勝率接近67％。
上半場，馬刺以21投19中的神準命中率早早將

比分拉開，並在次節一度將領先優勢擴大至25
分；勒邦占士及韋迪雖率熱火努力反撲，並一度
在第三節將分差距縮小到7分，但末節馬刺重新
掌控局面，並再次將比分拉開，比賽在熱火
球迷怒罵裁判的呼喊聲中結束，最終馬
刺以111：92大捷，再度搶回主場優
勢。
熱火主將保殊賽後稱：「我們防守實

在太糟，所有防守問題都得扔進垃圾堆。
這樣的表現你是不可能贏得總冠軍的，不
管是主場還是客場。我們一無是處，終得到

報應。」

占士自嘲又有新故
「對手從一開場就攆着我們猛打，在賽

季的這個時候不應該出現如此情況。」勒
邦占士表示，「我的節奏本來還不錯，但就
是太多失誤。」對於自己此戰的7次失誤，占
士自嘲道：「這不令人驚訝，我以前也有過一些
不想出現的總決賽紀錄：又來了，占士又有新故
事了。」
對於馬刺創紀錄的上半場命中率，主帥普波域

治說：「我想我們不會再投出半場76％的命中率
了。」鄧肯則表示他沒有注意到馬刺上半場的數
據：「我沒注意這些內容，我沒有看數據統計，
我甚至沒看計分牌。」
邁阿密美航中心是馬刺的傷心地，去年他們在

這裡將到手的總冠軍得而復失：在最後半分鐘領
先5分的情況下被熱火拖入加時賽，並最終遭逆
轉。但當日重回故地，他們沒有讓悲劇再次上
演，李安納拿是馬刺獲勝的功臣，他在第一節拿
下16分，全場則是創新高的29分。李安納拿出手
13次，10球命中。「我只是找到了自己的節奏，
同時我的隊友也將球交給我，然後我就命中
了。 」李安納拿謙虛地說。

被問及是否得到普帥誇讚時，22歲
的李安納拿說：「他真沒和我說甚
麼，他就是一直敲打我。」對於自
己如何砍下29分，李安納拿的答案
異常簡單：「就是投中了。」
第四場比賽將於周四（香港時

間周五）繼續在邁阿密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安納拿獨得職業生涯新高的29分，周二（香港時間周三）協助聖安東馬

刺以111：92大勝主場的邁阿密熱火，在七場四勝的NBA總決賽取得2：1的

領先優勢，同時終結熱火季後賽主場11連勝。據統計，在NBA總決賽歷史上，

當交戰雙方在前兩場打成1：1時，贏得G3（第三仗）者最終奪冠的概率為

83.3％。其中已有30隊贏得G3的球隊最終奪冠，只有6隊在贏得G3後最後輸掉系

列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中國壁球隊獲
國家體委注資，大力推廣，有賴去年東亞運動
會和東亞錦標賽意外奪取獎牌所賜。
正率領中國隊在港參加亞洲第17屆壁球團體

賽的中國壁協秘書長宋迎春表示：中國壁球主
力在青少年中推廣，以增加壁球人口。因為目
前13億人口只有約六萬人參與壁球運動，所以
壁協計劃在全國舉辦八至十站青年壁球賽，吸
納青少年參與這項運動。另外，壁協還會邀請
香港、巴基斯坦等地教練前來內地教授，從而
建立起訓練、教練和普及三角體系。他相信，
若結合國家和商業兩方面資源，派更多球手參
加國際賽，不用多年，中國壁球便會有明顯的
成績。
2014澎馬第17屆亞洲壁球團體賽昨日在香港

壁球中心揭幕，東道主香港隊和衛冕的馬來西
亞齊齊在女子組首輪比賽順利勝出，其中港女
隊昨日兩連勝，先以3：0勝巴基斯坦，再以3：
0贏國家隊，取得二連勝。而國家隊以2：1勝伊
朗，累積戰績一勝一負。馬來西亞首場3：0勝
韓國。
本港男隊首日已受考驗，面對科威特，葉梓

豐先失一分 ，其後歐鎮銘直落三盤勝出，助港
隊總分追成1：1；決勝戰，李浩賢和對手第一
主力亞杜拉打足5盤，結果李浩賢以13：11、
7：11、11：7、6：11、7：11敗北。此役，共
耗時3小時，僅第三場便花了76分鐘。
今天比賽繼續，港女隊中午1時對另一勁敵印

度隊 。男隊上午10時和下午5時分戰中華台北
和中國國家隊。

壁球亞錦賽揭幕壁球亞錦賽揭幕 港女隊二連勝港女隊二連勝

恒大4,800萬再簽2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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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青驊奪世界房車錦標賽俄羅斯
站冠軍。 官網圖片

■■普波域治（右）臨場指導柏加。 法新社

■■鄧肯鄧肯（（右右））試圖闖過占士的防守試圖闖過占士的防守。。 路透社路透社

■■面對失利面對失利，，占士仰占士仰
天長嘆天長嘆。。 法新社法新社

■■李安納拿李安納拿（（中中））遭熱遭熱
火雙人夾擊火雙人夾擊。。 美聯社美聯社

■■前港隊名將王偉聰前港隊名將王偉聰（（右右））目前目前
是中國壁球隊客助教是中國壁球隊客助教。。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于漢超加盟廣州恒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