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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士今夏與韋迪及保殊一同決定跳出合
約，進入自由身球員市場。據報萊利

與占士於拉斯維加斯會面前數日，「大
帝」曾在邁阿密約見騎士班主基拔，萊利
表示曾多次直接向占士發送電郵和訊息，
但對方一直沒有回覆，萊莉坦承起初仍預
料「三巨頭」會繼續留隊，可惜最後只得
韋、保二人留低，他否認是遭到占士欺
騙。
外界曾揣測在熱火失落總冠軍後，萊利
批評球隊表現的聲音是衝着占士而去，或
許成為「大帝」出走的導火線，然而萊利
澄清當時只是對球隊的演出感到挫敗，沒
有指名批評占士，並不認為對方當時已開
始醞釀離隊。

迅速應變 重組熱火
自從占士決定離隊後，萊利極速

重組球隊，包括成功留住韋迪、保
殊、「鳥人」基斯安達臣、查馬
士和夏士林，並成功羅致丹
治、麥羅拔士和格蘭加等
實而不華球員，對此萊利
續稱：「毫無疑問，我
們失去了一名偉大球
員(占士)。我沒有受
到傷害……這傷害不
會長久。我們已進行
組軍工作，有時確實事
與願違，但我們還是要
向前進。我對目前的情況
感覺很好，我認為我們在東岸有
力挑戰任何球隊。」
在占士効力的4個球季，熱火明顯
取得重大成功，連續4年
躋身總決賽，並連奪
2012年和2013年總冠
軍，然而熱火王朝因
「大帝」的離去亦提
早結束。汲取這次成
功經驗，萊利食髓 知味，有
意在 2016年的自由 身球員市場再
大展拳腳，另組「巨頭」組合，據報「雷
帝」杜蘭特屆時也可回復自由身。他續
說：「我們準備嘗試再組合新一代的球
隊，我們一直展望2016年的自由身球員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中國金花李娜昨日宣布，由於膝傷復發，無奈退出包括美網在

內的3項賽事；而男網世界排名第2位的西班牙名將拿度，因練
習時傷及右手手腕，亦同日宣布將退出下周舉行的羅傑斯盃及2

周後的辛辛那提大師賽，這令他能否趕及操起狀態參加本月底的美國
公開賽產生疑問。
李娜昨晚在微博宣布退賽消息時說：「我親愛的球迷朋友們，很遺

憾地通知大家，我不能參加即將到來的蒙特利爾網球大師賽、辛辛那
提網球大師賽和美網了。從3月開始，在我需要處在最佳狀態時，膝
傷又復發了。我的醫療團隊因此建議我休賽幾場以助於康復。我期待
着到秋天時回到賽場，參加武漢和北京的比賽！」
另外，病癒復出的美國球星莎蓮娜威廉絲(細威)，周三在史丹福精英

賽以直落2盤7:5及6:2擊敗捷克球手比莉絲高娃，成功晉身8強，對手
會是塞爾維亞前「一姐」伊雲奴域或加拿大華裔選
手趙一羽的勝方。至於2號種子、波蘭球手拉雲絲
卡則被非種子的美國球手萊普琴科爆冷擊敗。

拿度右手腕傷放棄兩熱身賽
男子方面，未能衛冕羅傑斯盃與辛辛那提賽

的拿度說：「不幸地，昨日我訓練時弄傷右
腕，令我今日要返回西班牙接受磁力共振
檢查，不得不休息2至3星期。對於今年
無法在羅傑斯盃和辛辛那提賽衛冕，我
很失望，因去年勝出後，我一直期望能參
加這2項比賽。」而拿度的傷患甚至影響
他能否衛冕月底的美網。目前在辛辛那提
的比賽中，世界一哥祖高域與費達拿
和梅利等強手均悉數應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南華的
組軍工作再傳喜訊，昨日宣布得到澳洲
前鋒高斯度普路斯加盟，並於下周一抵
港報到，稍後將與其他新援在對大埔的
友賽中齊齊亮相。
曾効力澳職球隊阿德萊德聯的高斯度
普路斯，去年加盟半職業球隊悉尼奧林
匹克，共取得11個入球，上周來港試腳

時，曾為南華友賽23歲以下亞運隊，表
現不俗，並取得2球進賬。南華教練楊
正光表示教練團十分滿意高斯度普路斯
的表現，簽入這名具亞冠盃經驗的球
員，令球隊實力如虎添翼。

馬杜迪昨晨操晚練
另外，獲昆卡外借的20歲中場球員馬
杜迪昨日已投入南華的晨操晚練，而曾
代表厄瓜多爾出戰06年世盃的門將摩拉
今日將會抵港。至於被問到昆卡隊長法
索迪或未能來投，楊正光沒有正面回
應，只表示目前人腳尚算理想，並可令
後備球員有互相競爭和積極的心態。
南華下周五友賽大埔後，將於11日至
22日拉隊到內地集訓，其間會進行5場
友賽，對手包括廣州富力、廣東日之泉
和深圳紅鑽等。

英聯邦運動會周三結束第7日比賽，多名
倫敦奧運會冠軍閃亮登場，再次贏得金牌，
其中田徑場成為最受關注的地方。代表英格
蘭參賽的倫奧男子跳遠冠軍盧瑟福德，以8
米20的成績摘金；而格林納達奧運冠軍基拿
尼占士則勝出男子400米，這也是格林納達
的首枚英聯邦運動會金牌。年僅21歲的基拿
尼占士賽後說：「我為我的祖國感到非常興
奮。」
新西蘭女子鉛球名將亞當絲再次顯示強大
實力，以19米88的成績輕鬆拿下金牌，這
也是她的第3枚英聯邦運動會金牌。亞當絲
也是2屆奧運會冠軍，並4次拿下世錦賽金
牌。
跳水比賽同日在愛丁堡拉開戰幕，英格蘭

贏得男子1
米板和女子
3 米 板 冠
軍，加拿大
贏 得 女 子
10 米 台 雙
人金牌。另
外，英格蘭
選手在體操
比賽也大獲
全勝，維特洛克和弗拉加佩恩分別贏得男、
女子個人全能金牌。
目前英格蘭的金牌總數達到38枚，超過澳

洲的35枚躍居獎牌榜首位。加拿大以22金
排在第3位。 ■新華社

大帝竟出走 否認受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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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納達奪英聯邦首金

體壇連線

平昌冬奧換組委會主席
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組委會昨日

公布由韓進集團會長趙亮鎬擔任新
主席，頂替上周突然辭任的金進
善。奧組委官員指，得到韓國體育
部長支持的趙氏，本身亦是下屆冬
奧的申辦委員會主席，過往曾出任
韓國乒乓球協會會長及韓國體育會
副會長，他將履行金氏已計劃的備
忘錄工作，任期於明年 10 月屆
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里約奧運
招募7萬志願者
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和殘奧

會將於8月28日啟動全球志願者招
募，共7萬名志願者將為首次在南
美大陸舉行的奧運盛會服務。志願
者是歷屆奧運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
分，里約奧運會將設立500多個志
願者工種，如翻譯、接待、司機、
助理、記者、醫療人員等等。據
悉，本次志願者招募將分為三大階
段。 ■新華社

再組新巨頭再組新巨頭再組新巨頭

當勒邦占士回歸騎士，熱火
「三巨頭」隨即瓦解，但保殊並未有
跟「大帝」走人，而是和韋迪一樣留
低。昨日熱火宣布現年30歲的保殊已
簽下價值 1.18 億美元（約 9.2 億港
元）的5年新約，讓其夥拍同樣留効
的韋迪繼續爭取好成績。
火箭本欲重金力邀保殊過檔，但這

名前鋒還是選擇留低，熱火主席萊利
說：「保殊拿過2枚NBA總冠軍指
環，兼是聯盟中最多才多藝的球員之
一。我一直認為保殊對球隊以至這
個城市（指邁阿密）保持忠誠，來
季他將當上隊中領袖。有他這名9
屆全明星球員在陣，對我們確是

很重要。」

比士利隨湖人試訓
另外，上季効力熱火的25歲「問題

前鋒」比士利，昨日參加湖人試訓，
有知情者指湖人對其表現感到滿意，
或可加盟「紫金軍團」。據知情者所
述：「比士利看來不錯，其努力得到
認同，雖久疏戰陣，但他未有鬆懈，
表現令人眼前一亮。」
去季參與55場常規賽的比士利，平

均每場只有7.9分、3.1個籃板球及0.8
次助攻，錄得出道以來最差劣的數
據，但這絕對與出場時間甚少有關，
因他每場平均只能上陣15.1分鐘，難

有時間發揮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保殊9.2億續約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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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大帝」」勒邦占士今夏宣布離開効力了勒邦占士今夏宣布離開効力了44

季的熱火季的熱火，，以自由身重返以自由身重返「「母會母會」」騎士騎士，，震震

撼整個聯盟撼整個聯盟。。熱火主席萊利周三首次公開回熱火主席萊利周三首次公開回

應應，，承認沒有料到占士會選擇離隊承認沒有料到占士會選擇離隊，，直指這直指這

次打擊難以接受次打擊難以接受，，不過他表示球隊已逐漸不過他表示球隊已逐漸

「「恢復恢復」」過來過來，，並準備在並準備在20162016年的自由身年的自由身

球員市場再次大展拳腳球員市場再次大展拳腳，，再組再組「「新巨頭新巨頭」。」。

港足亞運隊須加練進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香港亞運足球代表隊昨
日於晒草灣遊樂場進行決選
後首場友賽，主教練金判坤
認為球隊表現有進步，尤其
是防守方面默契改善不少，
只是進攻組織尚要加強，希
望在亞運開幕前，球隊磨合
得更好。
今屆港足亞運代表選入了

安基斯、鞠盈智及葉鴻輝3名
超齡球員，除安基斯因為剛
踢完傑志對巴黎聖日耳門的

表演賽需要休息外，葉鴻輝
及鞠盈智均正選上陣，首節
球隊顯示出頑強鬥志，面對
派出多名外援的標準流浪仍
能踢成均勢，可惜一次防守
犯錯，令港隊輸十二碼先失
一球，最終首節以0:1落敗。

經驗少靠活力鬥志補救
其後林學曦及卓耀國加入港

隊陣營再戰，主帥金判坤形容
球隊進步不小，在心理上愈來
愈融為一體：「球隊一起訓練

的時間不多，不過今仗友賽可
以看到球員之間開始形成默
契，今屆港隊陣容較上屆更加
年輕，經驗的欠缺只能以活力
及鬥志補救。」
門將葉鴻輝亦坦言今屆少

了陳偉豪及李志豪2名老大哥
在防線坐鎮，自己要擔當更
多責任：「除了要保持集中
做好守護球門的工作，更要
負責提醒各個後防球員的站
位，因為他們國際賽經驗較
少，需要更多提場。」

■細威宣告勝利復出。 美聯社

■保殊動筆續約熱火。 網上圖片

■熱火將靠韋迪(左)和保殊支撐。資料圖片

■趙亮鎬成為平昌冬奧組委會新主
席。 新華社

■金判坤(中)在場指導球員。 郭正謙 攝

■■李娜昨晚在微博宣布李娜昨晚在微博宣布
退出美網退出美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亞運隊員陳柏衡亞運隊員陳柏衡
（（左左））引球推進引球推進。。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萊利曾以為占士會留萊利曾以為占士會留
在熱火在熱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占士的
離 隊 決 定
震撼整個聯
盟。資料圖片

■■基拿尼占士為格基拿尼占士為格
林納達贏得首枚英林納達贏得首枚英
聯邦金牌聯邦金牌。。 法新社法新社

■■高斯度普路高斯度普路
斯簽約落實加斯簽約落實加
盟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