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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佐治早前在美國男籃一場隊
內對抗中嚴重受傷，保守估計

需要養傷長達12至18個月，無緣隨
隊出戰西班牙世界盃，同時幾可肯
定缺席整個NBA新球季，令溜馬在
球場內外均蒙受重大損失。
據美國傳媒《ESPN》報道，保
羅佐治在新球季的年薪高達1,580
萬美元，按照聯盟的保險條例，如
果一名球員連續缺席超過41場比
賽，其所屬球隊可獲該球員的部分
薪酬作補償。根據計算所得的結
果，溜馬在第42場比賽開始，每場
可獲約15.4萬美元保險補償，若計
算後41場比賽，溜馬約可得到632
萬美元(即保羅佐治的4成年薪)，這
亦意味着如果保羅佐治全季報銷，
溜馬在薪酬上將損失高達948萬美
元。
除了薪酬的直接損失外，溜馬還

面臨門票收入大減。由於保羅佐治
是溜馬陣中主力，賽季報銷勢必影
響球隊戰績，戰績欠佳難免令上座
率下降，預計溜馬下季每場主場賽
事會因而減少1,500名觀眾，連同
季後賽隨時提早出局，門票收入估
算減少約450萬美元，加上贊助、
產品銷售等周邊的損失合共約110
萬美元，保羅佐治今次嚴重斷腳，

令溜馬至少損失逾1,750萬美
元。

改穿13號球衣
保羅佐治上季在球衣銷售

榜排名第15位，確為溜馬進
賬不少，雖然今季勢未能在
新球季登場，不過佐治在今
年3月的限期前，向聯盟申請
在新球季更改球衣號碼，由原
來的「24」號改至「13」號，或
許能夠挽救溜馬少許的球衣銷售。
根據聯盟規定，如有球員在同一隊
中更改號碼，必須買下市場內所有
舊球衣，雖然佐治是在限期前已提
出申請，但據稱他仍選擇這樣做。
其實早在去年5月，保羅佐治已

有更改球衣號碼的打算，當時一名
《ESPN》記者西蒙斯曾向佐治建
議改穿13號。西蒙斯說：「我有些
建議，可讓保羅佐治變得更家喻戶
曉，他應由『24』號球衣改穿為
『13』號，『PG-13』(美國電影分
級標識，代表13歲以下人士不宜觀
看)這個花名聽起來不更膾炙人口
嗎？」據稱佐治喜歡這個點子，過
去1個月曾多次向球迷透露將會改
穿13號球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郭正謙)「2014
國泰航空新鴻基金融香港壁球公開
賽」將於8月24日至31日假香港壁球
中心及香港公園體育館舉行，無綫電
視明珠台將會獨家直播準決賽及決
賽。早前港隊到仁川亞運場地視察，
總教練蔡玉坤表示比賽場地與平時訓
練的壁球場有分別，對球員擊球準確

性及速度要求更高。
香港壁球代表隊於亞運開幕前將會

參加馬來西亞賽、香港公開賽及中國
公開賽作備戰，總教練蔡玉坤希望球
手能全力出擊，毋須留力，只要小心
避免受傷。早前港隊拉隊到仁川視察
場地，發現比賽場地用料與平時訓練
的場地不同，要花功夫適應：「仁川
亞運所用的板場用料與香港不同，彈
力較低，運動員需要更高的準確性及
速度。」
對於港隊今屆的亞運成績展望，蔡

玉坤表示一切取決於臨場發揮：「現
時亞洲各國的壁球水平均進步很大，
水平非常接近，今年亞運將是競爭最
激烈的一屆。」

李浩賢坦承有壓力
香港壁球隊一直有「女尊男卑」的

情況，由以往的趙詠賢到現時的歐詠

芝、陳浩鈴，均是港隊的衝牌主力，
不過蔡玉坤認為今年男子隊的歐鎮銘
及李浩賢亦有望挑戰獎牌。李浩賢坦
言今年亞運有一定壓力：「4年前，
自己是一名新手，壓力不大，不過
今年很想去證明自己4年間的進
步，而且仁川之後的亞運
是5年後，今屆有機會
是自己最後一次出戰
亞運，壓力一定會較
大。」對於亞運場地的適
應，李浩賢表示自己於美
國訓練時，經常在類似的
板場練習，問題不算太
大。
今年香港壁球公開賽繼續有世界

「一哥」歌地亞及「一姐」妮高參
賽，爭奪高達170萬港元的總獎金，
而無綫電視明珠台亦會於8月30日及
31日對準決賽及決賽作現場直播。

倫敦奧運會男子5,000米及10,000米跑金
牌得主法拉，原定參加本月初的英聯邦運動
會，但最終未有亮相。法拉周一自爆原來曾

在浴室昏倒，繼而要留院4天觀察，
故無法參賽。
現年31歲的英國著名長跑好手

法拉周一抵達蘇黎世準備參加歐洲田
徑錦標賽時，談及缺席英聯邦運動會的
原因。據知法拉在英聯邦舉行前，一度
因病缺態，曾考慮退賽，同時拔掉爛牙
後痛楚難忍，結果一次跑完步回家時於浴
室昏倒，並撞向地面。

召救護車送院治理
法拉表示：「(當時)我從口袋掏出手

機，仍然很清醒，遂致電給訓練拍檔利雲
斯，他前來把我扶回床上。我因肚子極
痛，他召來救護車送我去醫院，再用直升機
轉送往主醫護大樓，起初他們還以為我心臟
有事。」法拉指因此錯過許多練習機會，如
今回歸將不會辜負粉絲支持，又謂英聯邦運
動會中有多名肯尼亞強敵，如非有100%佳
態，也未必能言穩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日前於PGA錦標賽失利的美
國著名高爾夫球手活士，現已
跌出世界排名十大之列，令他
能否代表美國參加下月底對抗
歐洲隊的萊德盃成疑。然而美
國隊隊長湯屈臣未為活士「落
閘」，願給後者機會自行判斷
健康狀況，再決定活士是否獲
得外卡參賽。
「我想那是直接來自活士，

他如何自我評估，因他最能知道自己的事。像我一樣，我很率
直，他亦然。我無法評估他的健康情況，老實說，我不能估他
打得怎樣，真的要有來自活士本人的資料。」湯屈臣周一於記
者會說。據報湯屈臣在下月2日宣布美國隊外卡名單前，活士並
未預定參加任何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陳芊藍亞錦賽
自由滑奪亞軍
2014年亞洲花樣滑冰公開錦

標賽日前在台北小巨蛋落下帷
幕，港隊代表陳芊藍在少年女
子A組的自由滑中獲得34.28
分，屈居於韓國對手之下取得
亞軍。另外，林昭霆在成年男
子組以第5名完成，馬曉晴則
在青年女子組獲得第7名。

中國女排
與澳門青少年切磋
「2014澳門銀河娛樂世界女

排大獎賽」將於本周五在澳門
綜藝館展開，昨日4名中國
女排成員汪慧敏、劉曉彤、
楊舟及楊方旭抽空與澳門青
少年球員進行了近半小時技
術交流，傳授個人技術，其後
還進行分組友誼賽。

張帥辛辛那提賽晉女單次圈
中國女網金花張帥周一在辛辛那提賽女單首圈賽事，經

過逾2小時的苦戰，最終以6:3、2:6和7:5力挫英國球手屈
臣，晉級次圈，下仗將挑戰「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照支薪酬 門票等收入勢減

保羅佐治長唞

港壁隊需適應亞運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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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德盃隊長讓活士作主

■■楊方旭楊方旭((中中))示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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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養傷的溜馬前鋒保羅佐治，缺席整個NBA新球季

幾成定局，對溜馬來說絕對是一次災難性打擊，新球季

戰績面臨挑戰的同時，據報這支上屆東岸常規賽冠軍因

而損失至少逾1,750萬美元。不過，佐治在上季結束前

向聯盟提出更改球衣號碼申請，由原來的「24」號改為

「13」號，這或許有助溜馬在球衣銷情上賺回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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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羅
佐治緣盡
NBA 新球
季，為填補
其 前 鋒 位
置，據報溜
馬主席「小
鳥」布特周
一邀請已回
復自由身
的前全明
星前鋒馬
里安到印第
安納普利斯
會面，力斟

該名前小牛前鋒加盟。
由於保羅佐治需要長

期養傷，溜馬可運用聯盟的傷病特例，獲准以530萬美元羅
致球員作替補，這個金額遠較只能付出最低薪酬140萬美元
的騎士高，可是馬里安仍希望加盟一支爭標分子衝擊總冠
軍，力爭個人第2枚冠軍指環。

1周前約見騎士代表
1周前，馬里安曾與騎士總經理格芬和新教練布拉特會
面。已屆36歲的馬里安昔日曾與格芬在太陽共事，彼此關係
良好，加上如過檔騎士，將可與「大帝」勒邦占士並肩作
戰，贏得總冠軍的機會較高，預料騎士仍會是馬里安的首
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
沙龍為備戰新一屆港職聯首場對黃大
仙的賽事，昨日與大埔進行熱身賽，
輕鬆以3球大勝對手。由於遷就港隊出

戰亞運，東方無奈延遲開咧，副總監
歐偉倫透露中超和中甲球隊已開戰，
在廣東難找對手踢熱身賽，需要更改
集訓計劃，被迫再北上天津或上海集
訓及踢熱身賽，增加球隊開支。
面對沒有外援在陣的大埔，歐偉倫

對東方只有3球進賬仍嫌太少。大埔教
練鮑家耀擔心球會缺錢難增外援，而
升上港職聯後，實力明顯較弱，場場
輸波定打擊球員士氣，故首要做好團
結工作。
東方門將葉鴻輝今屆再入選亞運

隊，不過他認為今屆港隊實力不及上
屆，前景難被看好：「球員質素和甲
組經驗實在不及上屆。上屆的陳偉
豪、李志豪、徐德帥、鞠盈智和陳文
輝等都有甲組經驗，今屆的隊友則欠
大賽經驗，實力很弱，前景不被看
好。」上屆港隊在16強出局。

東方被迫北上集訓開支增

■■湯屈臣談及活士入選萊德盃湯屈臣談及活士入選萊德盃
的機會的機會。。 法新社法新社

■■東方的謝敏東方的謝敏
榮 舉 高 腳 截榮 舉 高 腳 截
球球。。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法拉身體已無法拉身體已無
恙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壁球隊已視察亞港壁球隊已視察亞
運場地運場地。。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蔡玉坤指今屆亞運競蔡玉坤指今屆亞運競
爭最激烈爭最激烈。。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保羅佐治將改穿保羅佐治將改穿1313
號球衣號球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馬里安馬里安((左左))周一與溜周一與溜
馬主席會面馬主席會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球季人財兩失新球季人財兩失，，布布
特難免愁爆特難免愁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保羅佐治嚴重受傷保羅佐治嚴重受傷，，令溜馬損令溜馬損
失逾失逾11,,750750萬美元萬美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