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季前被寄予厚望的騎士，日前負於
拓荒者後，有傳隊內兩位球星勒邦占士
和艾榮在更衣室內發生爭執，不過對此
「大帝」出面予以否認。
有報道稱，全明星控衛艾榮沒有讓包

括「大帝」在內的隊友充分參與進攻，
助攻極其乏力，這種毫無配合的打法激
怒了「大帝」，然而「大帝」稱只是就
比賽中的表現進行良性對話，並無激烈
爭吵：「報道都是不真實，我們沒有爆
發口角，但是我理解那些負面報道，畢
竟沒有人願意聽積極的故事，這些報道
都沒有真確性，都十分假。」
否認與艾榮嗌交後，勒邦占士周五在騎

士作客金塊的比賽攻入22分、7個籃板球
和11次助攻，帶領騎士以110:101勝出，
終止2連敗。騎士「三巨頭」勒邦占士、
路夫和艾榮依然手風不順，合共45投僅
19中，路夫今場獲得19分和8個籃板球，
艾榮則貢獻12分和6次助攻。其中，騎士
上仗不敵爵士，全場只有6次助攻，但今
戰助攻總數為25次，表現大為改善。

紐約人主場門票最貴
另外，據來自芝加哥的球隊市場調查

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季NBA平均
每場票價上升3.4%，紐約人主場麥迪
遜廣場花園繼續保持着聯盟最高票價。
今季NBA平均每場票價排名聯盟前3位

的分別是紐約人(129.38 美元)、湖人
(102.25 美元) 和公牛 (82.33 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馬魯西亞馬魯西亞賣盤失敗賣盤失敗 卡特漢姆卡特漢姆集資告別集資告別

FF11兩車隊財困兩車隊財困
宣布散班宣布散班

F1賽車是極度「燒銀紙」的體育項目，在接近寡頭

局面下，近日有2支車隊因財困宣布停止營運，不單

令來季更欠競爭性，也讓不少從業員丟飯碗。俄國資

本的馬魯西亞車隊周五已率先「散班」，約200名員

工失業；昨日卡特漢姆車隊也表明無法在今日的巴西

站作賽，並公開集資希望籌得近3千萬港元營運資

金，以求在最後一站阿布扎比作告別戰。

以英國為基地的卡特漢姆車隊，上周已
因財政問題缺席美國站賽事，昨日正

式宣布再放棄今日的巴西站，更因未能找
到新資本而決定退出競賽行列，來季不會
參戰。
為求有始有終，卡特漢姆車隊進行公開集

資，望能在下周五前籌夠235萬英鎊(約2,890萬
港元)作為今季最後一站阿布扎比的經費，藉此
告別車迷。除捐款外，車隊還透過出售舊車和

提供約55.4萬港元的豪華觀賞團來籌
錢；可惜至今只籌得約18萬英鎊(約
221萬港元)，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卡特漢姆車隊臨時接管人奧康尼爾說：
「我們馬不停蹄讓卡特漢姆車隊回歸賽車
場，原先是在阿布扎比，但願那只是在新的
經營權下能永久再賽下去的踏腳石。」並指
公開集資是幫助他眼中認為值得留在F1圈
子的卡特漢姆車隊的最有效方法。

約200員工失業
在卡特漢姆作決定的前一日，馬魯西亞車隊

已提早「扯白旗」，未能在限期前覓得新資本
救亡。負責托管馬魯西亞車隊的FRP顧問公
司，當天跟車隊位於英國中部的總部約200名

員工終止僱傭關係，理由是「欠缺可持續的營
運或財務架構去維持集團如常運作」。
比起同樣在2010年成立、連續幾季都是捧蛋

的卡特漢姆車隊，馬魯西亞車隊成績可謂稍好
一點，因法國車手比安奇今季於摩納哥站獲得
第9名，替車隊首次拿到分數，即使只是聊勝於
無的2分，但這本可讓馬魯西亞車隊來季賺取一
定獎金，可是車隊基於財困，上月底已交由托
管人尋找新買家，最終未能成功，故決定不再
參賽，這筆錢亦付諸流水。目前仍在日本的醫
院跟死神搏鬥的比安奇，前途與等同失業的隊
友趙頓沒太大分別。■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低迷多時的威廉士車隊今季有所起色，有
力追近前列，車隊方面渴望跟隨紅牛車隊的
成功模式，從而在F1車壇重振聲威。
要達至目標，威廉士正效法連續4年奪

得車手及車隊冠軍的紅牛那種緊密合作團
隊，並只在核心部分作少許改動。今年初

從法拉利來投、主力負責車隊重建工作的
威廉士車輛性能負責人史密利說：「他們
(指紅牛)頭幾年並沒有最快的車子，也肯定
並非有最好的運作。如今他們仍有着上佳
的底盤，亦運行得很好，這只因是來自同
一核心小組一段日子，此乃我們要在威廉

士所做的。」
於上世紀80及90年代，威廉士曾贏得7次

車手冠軍及9次車隊冠軍，但自2004年起最
佳也只拿過殿軍。目前他們在車隊榜僅次於
平治和紅牛之後，位列第3位，有潛力作進
一步提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威廉士欲複製紅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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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本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網隊 對 魔術
活塞 對 爵士
雷霆 對 帝王
速龍 對 76人
○小牛 對 熱火
太陽 對 勇士
●拓荒者 對 金塊
湖人 對 黃蜂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黃蜂 122:119 鷹隊
魔術 112:103 木狼
76人 115:118 公牛
塞爾特人 101:98 溜馬
網隊 110:99 紐約人
活塞 98:95 公鹿
速龍 103:84 巫師
雷霆 89:91 灰熊
太陽 112:114 帝王
爵士 82:105 小牛
金塊 101:110 騎士

○now635台周一8:30a.m.直播
●now678台周一10: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占
士
占
士
否
認
與
艾
榮
艾
榮
嗌
交

剛當上父親的男網世界一哥祖高域周五
表示，已經向費達拿請教育兒心得，畢竟
「瑞士天王」已經有4個孩子。

祖高域的妻子上月剛誕下首個孩
子，上周這名塞爾維亞球星帶着剛當
上父親的喜悅重返賽場，並且贏得巴
黎大師賽冠軍。祖爸爸在ATP年終
賽記者會上說：「我們（與費達
拿）在巴黎進行交談，他是最先向
我祝賀的球員之一。他當然知道我
經歷了甚麼，(在這方面)我比他差
很遠，他已經有4個孩子。一個擁
有4個孩子的父親依然在賽場保持
這麼高的水平，真是令人難以置
信。我可以理解撫養一個孩子需要

付出多大努力，但如果有4個，我真是
不敢想。」
費達拿在記者會上表示，兼顧家庭和比

賽的確不容易，他建議祖高域多與妻子商
量。已屆33歲的「費天王」說：「我的確
非常忙，我始終在平衡兩者之間的關係。」

年終賽獎金破紀錄
另外，作為賽季的收官之戰，今年

ATP年終賽獎金比去年增加10%，達
到創紀錄的650 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祖爸爸向費天王討湊仔經

要提高運動員的認受性 鍾伯光專欄

剛過去的仁川亞運
會在香港沒有太多的
報道，電視轉播也只局

限於收費電視，令香港運動員曝光率
甚低，就算在亞運會取得金牌或獎牌
的運動員也沒有受到太多傳媒關注。
對於這班日接日和年復年進行艱苦訓
練和準備這4年一度的亞運會的運動員
來說，得到應有的認同當然是不足，
雖然取得獎牌的運動員可獲得一筆獎
金以作獎勵，但如果他們的拚搏和卓
越表現能夠得到更多市民欣賞和稱
讚，他們會更加心滿意足。
在亞運會個人奪得2面金牌的李慧

詩，在剛完成的香港國際場地盃賽中也
表示對入場觀眾人數疏落感到失望。以
李慧詩現時的名氣，再加上剛在仁川亞
運會凱旋而歸，接着再以東道主身份於
專為香港場地單車而興建的場館作賽，
理應吸引大群年輕的擁護者或市民入場
欣賞這位女車神的英姿，但結果卻不如
人意，這不單讓李慧詩本人和搞體育的
一群失望，我們也不禁撫心自問，香港
體育運動真的沒有吸引力？得到市民大
眾的支持度真的那麼低？
香港特區政府每年投放超過5億元

搞精英體育，雖然這筆錢想要得到的
回報仍未有一個明確目標，但相信受

資助的運動員在奧運會、亞運會等主
要國際比賽中的表現是其中回報的一
個指標。
當運動員在這些賽事取得獎牌或體

壇上得到卓越成就的時候，我們有否
借助他們的成功故事和在運動場上的
奮鬥經過來給年輕人勉勵甚至作為學
習的典範呢？現在世界講求宣傳和推
廣，運動員對青年人的正面影響也必
須透過積極的包裝和推廣，否則，他
們擁有的勵志故事便白白被埋沒了，
而政府每年所花的巨額金錢在精英體
育上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教授鍾伯光

■■占士占士((右右))遭金塊中鋒遭金塊中鋒
魯傑嚴防魯傑嚴防。。 美聯社美聯社

■■貝迪治與其餘貝迪治與其餘77名參加年名參加年
終賽的球手玩自拍終賽的球手玩自拍。。 路透社路透社

紀嘉文徐志豪分享跑步心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長、短

跑手紀嘉文和徐志豪昨日出席星級訓練班活
動，與年輕跑手大談跑步心得。徐志豪透露
男子田徑接力隊暫時解散，會各自冬訓提升
體力、耐力及速度，明年 3 月將再「合
體」，拉隊到澳洲訓練和比賽。至於紀嘉文
則受傷患困擾，明年出戰渣打馬拉松半馬賽
事，目標躋身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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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燊挑戰全球最細鑊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全球最細單車
鑊場吸引前香港單車隊成員胡健燊參賽，這項集
場地和山地單車技巧的比賽首次引入香港，昨日
安排在觀塘「反轉天橋底」舉行，吸引80名男子
和10名女子車手參賽。車手只在250米木板鑊場
進行繞圈賽，3分鐘內最快的前8名晉級兩人追
逐淘汰賽，決出最後冠軍。胡健燊指最佳戰車以
山地車最為理想，主要是闊粗車胎容易操控。

■徐志豪(左)與紀
嘉文在新一年各有
目標。 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矢志
一洗首回合大敗頹風的傑志，昨日雖
然主場出擊，不過鋒線乏力下，未能
攻破上海上港的大門，最終雙方互交
白卷，上海隊兩回合合計以6:1擊敗傑
志，奪得今屆滬港盃冠軍。賽事共吸
引878名球迷入場。
傑志今仗派出大量後備上陣，曾至
孝、保連奴、溫俊、梁家希及顏樂楓
均正選上陣，不過仍有西班牙「雙

煞」巴倫古素及佐迪於前線攻堅，至
於上海上港則有上仗「大四喜」的呂
文君任正選。
甫開賽，雙方均以中場混戰居多，

手握優勢的上海上港未有施展首回合
的快速反擊及逼搶，令傑志可以從容
傳球，不過傑志組織到的威脅攻勢不
多，只能靠死球創造射門機會，可惜
列斯奧的頭槌被門將救出。
換邊後，傑志陸續換入常規正選，

安基斯、林嘉緯及黃洋均後備入替，
不過仍未能突破上海隊的嚴密防守，
最終雙方次回合互交白卷，上海上港
兩回合合計以6:1擊敗傑志，連續八屆
奪得滬港盃冠軍。
傑志主帥摩連拿對未能在主場勝出感

到可惜，不過認為球隊表現有進步：
「今場比賽我們派出不少比較少上陣的
球員，他們都顯示出不俗狀態，對我們
應付之後的賽程很有幫助。」而上海上

港主將呂文君則表示對成功奪冠感到非
常開心，以一座冠軍獎盃歡送指導他們
達15年的徐根寶是完美句號。

黃大仙迎戰澳滌
另外，今日下午2時30分在斧山道

運動場將有一場港超聯賽上演，由黃
大仙迎戰YFC澳滌，門票分收60元、
長者及學生特惠票20元兩種。(亞洲電
視國際台今日2:25p.m.直播)

傑志主場憾和 上港奪滬港盃
■■巴倫古素巴倫古素((右右))闖入闖入
禁區禁區。。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卡特漢姆車隊希望籌集235萬鎊出戰煞科戰。網上圖片

■馬魯西亞車手趙頓加
入失業大軍。網上圖片

■■馬魯西亞車隊馬魯西亞車隊
((前前))與卡特漢姆車與卡特漢姆車
隊隊((後後))來季不會參來季不會參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