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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刺主場擊敗熱火第 5次奪得
NBA總冠軍。隊中GDP組合重要成
員、現年37歲的阿根廷老將贊奴比
利，個人獨取 19分 4籃板及 4助
攻，其中三分球6投3中，為球隊最

終登頂立下汗馬功勞。賽後，網友
聯想到世界盃賽場阿根廷以2：1戰
勝波斯尼亞取得的開門紅，直稱這
是屬於阿根廷的一天。
有網友說，這是阿根廷人的驕

傲，足球、籃球雙豐收，美斯射入
自己今屆世界盃的首個入球，而贊
奴比利也表現得非常出色，他在保
殊面前爆扣入樽的鏡頭成為總決賽
第五場的最佳鏡頭。
有網友甚至直呼贊奴比利就是籃

球場上的美斯，表示只要是阿根廷
人喜愛的運動，這一天都火了。有
人更調侃道，如果馬刺再不拿總冠
軍，贊奴比利的頭髮就要掉光了。
不過，相對於球迷的熱情，贊奴

比利清醒得多。「我們正處在世界
盃中，沒人關心（我奪冠）。」贊
奴比利語帶醋味地說，「我更為自
己的奪冠感到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網友：屬於阿根廷的一天

去年底因滑雪意外導致頭部重傷
陷入昏迷的F1車王米高舒密加現已
甦醒，並離開醫院轉移到瑞士一個
秘密的康復地點。
舒密加的經理人Sabine Kehm香

港時間16日在一份聲明中說：「舒
密加甦醒了，他已經出院了，現在
他將進入漫長的康復階段。」
聲明寫道：「他的家人想感謝所

有在格勒諾布爾醫院為他進行治療
的醫生、護士和理療師，以及在事
故發生地的那些同樣出色的急救人
員。」但「在這之後，他將在遠離

公眾視線的地方開始進一步的康
復，希望大家諒解」。
現年45歲、曾在一級方程式大賽

締下91勝的舒密加，在去年12月
29日與朋友一起滑雪時不慎受傷，
儘管當時他頭戴頭盔，但是摔倒後
的劇烈碰撞仍傷及大腦，他隨即被
送往醫院。醫生在兩次手術後，以
醫學手段讓舒密加陷於人工昏迷狀
態。其後醫生對舒密加實施喚醒程
序，但最初的報道稱喚醒程序沒有
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相隔相隔6464年年，，擁有擁有「「足足
球聖殿球聖殿」」之稱的馬拉簡拿之稱的馬拉簡拿
球場球場，，再次上演世界盃決再次上演世界盃決
賽周賽事賽周賽事。。七萬八千觀七萬八千觀
眾眾，，見證阿根廷對波斯尼見證阿根廷對波斯尼
亞揭開亞揭開「「聖殿聖殿」」的世界盃的世界盃
新一頁新一頁。。球場外氣氛熾球場外氣氛熾
熱熱，，球場內的美斯也盛讚球場內的美斯也盛讚
比賽感覺一流比賽感覺一流。。
「「現場來了大量的阿根現場來了大量的阿根

廷球迷廷球迷，，看到他們衣服的看到他們衣服的
顏色顏色，，聽到他們的歌聲聽到他們的歌聲，，
感覺很親切感覺很親切。」。」美斯在這美斯在這
場馬拉簡拿激戰場馬拉簡拿激戰，，成功打成功打
破個人八年來的破個人八年來的「「決賽周決賽周
入球荒入球荒」，」，顯得特別興顯得特別興
奮奮。。
20142014年年66月月1515日日，，沒沒

有巴西元素有巴西元素，，但馬拉簡拿但馬拉簡拿
球場的這一戰球場的這一戰，，將被寫入將被寫入
史冊史冊。。球場於球場於19481948年坐年坐
落基督山腳下落基督山腳下，，當時設計當時設計
承載人數達到驚人的承載人數達到驚人的1515
萬人萬人，，也見證日後也見證日後「「足球足球
王國王國」」巴西的苦澀與狂巴西的苦澀與狂
喜喜。。兩年後的兩年後的19501950年年，，
巴西首次舉辦世界盃決賽巴西首次舉辦世界盃決賽
周周，，無奈的是無奈的是，，東道主在東道主在
決賽意外地敗給烏拉圭決賽意外地敗給烏拉圭，，
痛失冠軍痛失冠軍，，也令馬拉簡拿也令馬拉簡拿

球場和巴西球場和巴西，，背負着超過半世紀的痛楚背負着超過半世紀的痛楚。。
經歷三次重建經歷三次重建，，去年去年66月月，，尼馬帶領着尼馬帶領着

「「五星巴西五星巴西」，」，在洲際國家盃決賽在洲際國家盃決賽，，三蛋慨三蛋慨
贈西班牙奪標贈西班牙奪標，，令大規模翻新的馬拉簡拿球令大規模翻新的馬拉簡拿球
場添上色彩場添上色彩。「。「足球聖殿足球聖殿」」今屆上演七場決今屆上演七場決
賽周比賽賽周比賽，，除了阿根廷對波斯尼亞除了阿根廷對波斯尼亞，，還有三還有三
場分組賽場分組賽，，一場一場1616強強、、一場半準決賽一場半準決賽、、一一
場準決賽場準決賽，，還有重頭戲的冠軍戰還有重頭戲的冠軍戰。。77月月1313
日日，，馬拉簡拿將會把世界盃推向高潮馬拉簡拿將會把世界盃推向高潮，，王者王者
就在這裡誔生就在這裡誔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子龍郭子龍

高尼路盼巴西捧世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東方沙龍教練高尼路趁假期回祖

家，希望親身見證巴西國家隊再捧
世界盃。高尼路在fb上載了與妻子
和女兒一家入場觀看法國對戰洪都
拉斯賽事的相片。他稱，來自歐洲
的德國隊人強馬壯，隊中不少球員
有世界盃及歐國盃等大賽經驗，極
具殺入決賽的條件，是唯一可挑戰
巴西的球隊。

籃球季後賽今演冠軍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本

年度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季後
賽總冠軍、季軍爭奪戰首日賽事，
今晚灣仔伊館上演。頭場7時正先

由飛鷹出戰福建，角逐季軍席位；
尾場8時40分展開五場三勝制的首
場冠軍戰，由南華對永倫。票價60
元正，長者及學生優惠票40元。

保齡亞錦賽港隊攬冠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正在南華會舉行的「2014亞洲保
齡球巡迴賽」香港站，主場作戰
的香港球員曾德軒和胡兆康在男
子組爭冠。結果，打最後一球前2
分落後的曾德軒以233分反勝隊友
勇奪冠軍，胡兆康則以226分屈居
亞席。

馬刺蹍火攬第五冠
GDP組合寫神話

聖安東尼奧馬刺周日（香港時間周
一 ） 坐 擁 主 場 之 利 ， 在
NBA2013-2014賽季總決賽第5場巔
峰較量中，以104：87擊敗衛冕冠軍
邁阿密熱火，從而以4：1的大比分奪
得球隊歷史上第5個總冠軍。馬刺首
發前鋒李安納拿摘得總決賽MVP。
2014年的6月對於體育迷來說是
饕餮盛宴，巴西世界盃剛剛啟幕，
小組賽激戰正酣；NBA總決賽則迎
來了「歷史性」的對決。
似乎將去年的總決賽完美複製，
熱火和馬刺面對的對手依然是彼
此。上賽季總決賽鏖戰7場才分出
勝負，足以說明兩支球不相上下的
整體實力。
雖然今次在前兩個主場被逼成1
平，但馬刺客場成功反彈，用穩
定、均衡的進攻擊垮了熱火的防
線，在大比分上以3：1領先。

手握賽點，又佔據主場之利，周
日聖安東尼奧的AT&T中心球館沸
騰了。
比賽開局階段，熱火攻防兩端都

打得非常堅決，利用勒邦占士的突
擊一度超越對手16分。但第二節馬
刺憑藉集體火力後來居上，鄧肯的
籃下強攻，李安納拿的追身3分，
贊奴比利的蛇形突破，瞬時將比分
反超，以47：40領先結束上半場。

李安納拿膺MVP
第三節，馬刺在家鄉觀眾的助威

中繼續高歌猛進，米爾斯在本節投
中4個三分球，為馬刺與對手拉開
19分差距立下大功。末節熱火垂死
掙扎，但馬刺沒有給對手任何機
會，隨着鄧肯、柏加與戴奧接連得
手，以20分優勢牢牢控制局面。比
賽結束前6分30秒，黯然神傷的占

士被替換下場，宣告了熱火正式放
棄，「三連冠」之夢徹底破滅。
最終比分定格在104：87，聖安
東尼奧馬刺以4：1的大比分完勝邁
阿密熱火，時隔7年、史上第五次
問鼎NBA總決賽冠軍。
本場砍下22分10個籃板的李安納

拿，當選總決賽MVP，他也成為
NBA史上繼「魔術師」莊遜和鄧肯
之後，最年輕的總決賽MVP得主，
為14天後自己的23歲生日拿到最棒
的禮物。
至此，馬刺由老將鄧肯（38

歲）、贊奴比利（37歲）、柏加
（32歲）組成的「GDP」最佳組合
模式，延續了NBA十幾年間史詩級
的團隊配合，在季後賽中共贏得
117場比賽，成為史上贏球場次最
多、最偉大的「三巨頭」組合。

■中新社

舒密加甦醒 轉秘密地點康復

阿根廷在馬拉簡拿球場迎來今屆世界盃決賽周的第一戰，

最終以2：1擊敗波斯尼亞，贏得F組第一勝。四屆世界足球

先生美斯攻入關鍵的一球，相隔7年364日，終於迎來他第二

個世界盃決賽周入球。打破「入球荒」的球王賽後指這金球

雖然來晚了，但意義非凡。

美斯的入球未出現前，兩屆冠軍阿根
廷在開賽128秒，就得到決賽周

「新丁」波斯尼亞送上一記「烏龍
球」，美斯斬罰球入禁區，哥拉辛拿斯
把皮球踢入自己網窩，這球是今屆決賽
周四日11場比賽第三個「烏龍波」，也
是世界盃歷來最快的烏龍球，而在過去
19屆決賽周，烏龍球總數只得39個。
美斯今仗夥拍阿古路攻堅，但上半場

表現一般，阿根廷在領先一球下，換邊
後調入加高及希古恩加強壓力，這調動
在65分鐘奏效，美斯個人突破，與希古
恩「單擋」後在禁區頂施射入網，替阿
根廷擴大優勢。

南非世界盃食白果
這球亦是美斯過去八年於世界盃共

623分鐘的第2個入球。對上一個入球，
是2006年德國世界盃，當時對的是塞爾

維亞和黑山。「入球
是來晚了，但非常有意義，這足以確保
我們拿走三分，在巴西開了一個好
局。」美斯賽後說。
即使阿根廷完場前5分鐘被對方的伊

比斯域建功，最終仍險勝2：1，旗開得
勝。教練沙比拿認為阿根廷尚有不少須
改進的地方：「己隊在上下半場的表現
截然不同，我們在上半場徹底控制大
局，但卻無法製造威脅，明顯地我們需
要改善，我也有犯錯亦需負責。」阿根
廷第二仗將接受伊朗挑戰，最後一戰則
對尼日利亞。
初登世界盃舞台雖然落敗，但波斯尼

亞教練蘇錫未有失望。「不幸地我們早
段便擺烏龍，對付阿根廷這種強隊，需
要完美的表現，還要加上一點幸運，還
好，我們還有兩場比賽收復失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子龍

阿根廷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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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美斯（（右右））勁射建功勁射建功。。 法新社法新社

■■球迷深吻大力神盃球迷深吻大力神盃，，祈祈
盼阿根廷奪冠盼阿根廷奪冠。。 法新社法新社

■■馬刺第五次捧起總冠軍獎盃馬刺第五次捧起總冠軍獎盃。。路透社路透社

■■美斯美斯。。 路透社路透社■■贊奴比利贊奴比利。。路透社路透社

■■滑雪運動是滑雪運動是
賽車外賽車外，，舒密舒密
加 另 一 個 摯加 另 一 個 摯
愛愛。。 路透社路透社

■高尼路（右）與家人一起觀戰世
界盃。 網上圖片

體壇連線

■■美斯終破入球荒美斯終破入球荒，，
振臂慶祝振臂慶祝。。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