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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踏足擂台已互相較勁

UFC 再臨濠江
美越爭做格鬥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UFC 終極格鬥冠軍賽，本周末將於澳門威尼斯人舉行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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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賽事，除首度上演女子比賽外，美國頭號拳手邁克爾比斯平跟越南格鬥好手康李的對決更
是焦點所在，還有星味十足的韓國選手金東炫，絕對可用「拳拳到肉，星光熠熠」來形容。
UFC 終極格鬥冠軍賽，
雲集全球多位格鬥界紅人的
不僅是第 2 次在威尼斯人舉辦，也是第 5 度登陸亞

靚女到場齊打氣
昨日同場也見早前獲頒 ESPY 年度最佳女運動員大獎
的雛量級冠軍暨奧運選手隆達羅西，這位「不敗女王」
今次也將首度現身澳門出席一系列媒體及粉絲活動。另
外，一對混血名模 Rosemary 與 Jessica C.昨日也有到場
打氣。
被視為 UFC 最強 MMA（職業搏擊）拳手的比斯平，
昨日在傳媒注視下，充滿自信的站向中國 MMA 訓練導
師康李面前，互相怒視一度氣氛緊張。35 歲的比斯平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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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可見主辦單位對亞洲市場的重視程度。有見及此，
大會昨日在中環四季酒店舉行的記者會獲多位焦點選手
撐場，包括 「伯爵」邁克爾比斯平、廣為中國拳迷認識
的越南格鬥粉絲王康李以及韓國選手金東炫。

要在對康李的中量級賽事證明自己才是 UFC 格鬥之王。
聲稱熟悉康李打法的「伯爵」說：「儘管他有踢腿和重
拳，但弱點是慣性動作，他一出手我自有對策還擊。」
42 歲的越南拳手康李，年多前在中國成立格鬥基地，培
養具潛質的中國拳手，雖然自己較為年長，但康李未有
因此膽怯：「我的年紀並沒影響，只要上台聽到拳證說
『準備好沒有』，我即興奮不已。」

韓拳手悼海難者
另外，韓國拳手「電擊槍」金東炫，因擁有明
星面孔故最受拳迷歡迎，他在左襟掛上黄絲帶以
紀念「世越號」海難者。繼 3 月勝出後今次再到
澳門出戰，金東炫是希望傳遞訊息給年輕一代，
要以勇氣面對困境，他與矮自己半個頭的泰倫伍德
利交手，是想證明亞洲人在這個歐美盛行的搏擊活
動不會輸蝕，憑精神意志一樣可登上頂級行列。

美俄雙姝亞洲首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UFC 格鬥
賽首次安排女子拳手在澳門亮相，亦是亞洲
的第一次，兩名參戰拳手都是外剛內柔。來
自俄羅斯的米拉娜杜迪娃是愛心拳手，至於
美國的伊利沙伯菲利普斯則相當貪靚。

想嫁給成龍
視成龍為偶像的米拉娜，直率表示成龍甚
至是其結婚對象！本為俄羅斯特警的她，家
人是運動世家，亦有當差的男友，不時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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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搏擊。米拉娜稱喜歡成龍大哥，是因
看過他電影中的身手，更試過模仿其動作
而差點弄斷腳，所以很想在香港碰上成龍。
當得悉成龍兒子在北京涉嫌吸毒，俄國姑娘
感到錯愕；這位愛心拳手更夢想可擁有收養
流浪貓狗的中心。
至於昨日在本港度過生辰的伊利沙伯，坦
言這裡美食太多，城市又美，但為了比賽需
要忍口，只能飲水充飢。這位美女亦直認上
台對打前會化妝，果然非常貪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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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比斯笑指
入決賽非易事

體壇連線
活士麥基爾全身濕透
高爾夫球界兩
大名人—美國好
手活士（右）和
北愛爾蘭球手麥
基 爾 羅 伊
（左），前日造
訪名嘴清談騷時
進行了時下極流
行的「冰桶挑
戰」，互向對方
倒下大桶冰水。事後麥基爾羅伊向前美國總統
小布什和曼聯隊長朗尼等人「挑機」。

今天於澳洲開鑼的泛太平洋游泳錦標賽，18 面奧運金牌
得主的美國著名泳手菲比斯有份參加幾個項目，他亦已在
當地積極練習。然而於昨日記者會，當有人問「飛魚」覺
得自己能否殺入決賽時，這名泳手竟開玩笑謂：「噢，你
真是為我設下很高的要求！」

英泳隊改寫世績

■菲比斯為泛太平洋賽
落力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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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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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菲比斯憑早前美錦賽的不俗成績，今次代表美國參加
100 米蝶式及 200 米個人混合四式，此外亦會在 100 米自由
式與其他接力賽大展身手。一度退役的「飛魚」現時狀態仍
未達高峰，他坦言望能愈游愈快是他自我挑戰的動力，又指
在美錦賽最佳成績僅是亞軍稍感失落，並形容轉池很差導致
成績欠佳是低級錯誤。另外，美國年輕女將法蘭克琳昨日練
習時傷及背部，未知會否影響她參加泛太平洋賽。

■英國隊打破4×100米男女混合四式世界紀錄。

路透社

近日在柏林舉行的游泳歐錦賽，英國隊昨日在 4×100 米
男女混合四式中不單奪金，還打破今年 1 月由澳洲隊創造
的世界紀錄。昨日英國亦拿下 7 面獎牌，為英國在歐錦賽
中歷來最佳。
■記者 鄺御龍

南華贏富力 三水之旅畫句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正於三水集訓的南
華，昨日完成最後一場友賽，以 3：2 力克中超球隊
廣州富力。這次三水集訓之旅，南華錄得 2 勝 1 負成
績，為即將開始的聯賽打下強心針。

謝家強「埋齋」致勝
南華今仗面對廣州富力，固然不敢怠慢，派出最
強陣容全力爭勝，由陳肇麒夥中村祐人組成雙箭頭，
李威廉及新援伊雲負責兩翼側擊，梁振邦與謝家強鎮
守中路，防線則由陳偉豪、保贊、翟廷峰和郭建邦駐

守。新加盟的門將摩拉是仗亦以正選上陣。而南華新
足主張廣勇亦有親身到三水觀戰。
憑藉李威廉的入球，南華上半場先以 1：0 領先，
換邊後雖有陳肇麒擴大紀錄至 2：0，但富力卻連扳
兩球追平，幸好謝家強完場前的入球助南華以 3：2
取得最終勝利。總結今次三水之旅，南華擊敗了富
力和恒大二隊，卻意外敗於廣州全運 19 歲以下代表
的腳下，伊雲、保贊和摩拉這些外援表現甚為對
辦，而李威廉與中村祐人各有 3 個「士哥」，狀態
相當不俗。

飛馬三子 慳水玩淋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冰桶挑
戰」熱潮席捲全城，如今連香港足球界都受
感染，繼日前東方在九龍仔球場練波後，全
隊齊齊淋冰水，副總監歐偉倫與全隊球員隨
即點名挑戰三大班霸南華、太陽飛馬和傑
志。
及後，飛馬領隊陳志康在網上發出通告，
希望其他圈中人可為慈善出一分力，變成球
圈的慈善活動。至昨日飛馬率先接招，將
「找數片」放到官網發放，當中所見他們為
免浪費食水，故在青衣東北球場收操後只派
出隊長麥基、金寶和新兵李康廉，高舉大盆

冰水照頭淋，還點名向另外三支球隊大埔、
元朗、黃大仙挑戰。飛馬也向香港肌健協會
有限公司捐出3萬元，可說是身體力行。

■飛馬三子響應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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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士唐不被捉仍死撐
美國單車手岩
士唐（圖），因
被發現服禁藥而
遭褫奪7 次環法冠
軍的資格，使他
聲名狼藉。最近
岩士唐接受 CNN
訪問時，承認若
沒「斷正」被捉
的話，無論怎樣都不會承認服藥。

F1 索契站開綠燈

■ 南華以 2 勝 1 負的成績
負的成績，
，結
束三水集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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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

祖高域 費達拿 獲編美網兩大種子
下周二舉行的美國網球公開賽，隨着西班牙球手拿
度宣佈退出男單賽事，令外界焦點盡落在「一哥」塞
爾維亞的祖高域及瑞士天王費達拿身上，結果大會昨
日公佈他倆分別為美網的頭號及 2 號種子，故只會在
決賽碰頭，不會提早廝殺。其餘前 8 名種子成員，還
包括華連卡、費拿、拉奧歷、貝迪治、迪米杜夫和梅
利，「巨人殺手」宋加則列為 9 號種子。女單種子排
名將在今日發表。
另外，紐黑文公開賽女單第 2 圈方面，2 號種子捷
克的基維杜娃以總盤數 2:0 擊敗俄羅斯的馬卡洛娃晉
級，但頭號種子羅馬尼亞的夏莉普則以總盤數 1:2 不 ■祖高域獲編排為美網
敵斯洛伐克的雷巴里科娃出局。
■記者 鄺御龍 頭號種子。 資料圖片

俄羅斯索契早前計劃成為一級方程式（F1）
賽車的其中一站，經過有關方面檢查和作安全
評估後，國際汽聯（FIA）昨日宣佈索契站獲
批准加入 F1 行列，如無意外會在今年 10 月 10
日至12日舉行比賽。
■記者 鄺御龍

阿根廷 10 月來港
門票今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足總為紀念成
立 100 周年，重金禮聘今屆世盃亞軍阿根廷於 10 月
14 日來港，與香港代表隊進行一場友賽，門票將於
今日起正式發售，球迷可經Cityline或親身到通利琴
行購買。
阿根廷這次亞洲之旅，首站會是北京，其後再於
10 月 14 日來港與香港代表隊舉行友賽，預計阿國今
次將「夫添」出擊，球王美斯、曼城前鋒阿古路等
廣為本地球迷熟悉的超級球星，應會悉數來港。成
人票價分為 1,800、1,300、850、590 及 490 港元共 5
種，另設250港元的長者及學生優惠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