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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比賽首節，騎士在占士帶領下大顯
神威，各球員的3分球例不虛發，

更打出連續9球全入的驚人氣勢，刷新
NBA的首節3分球全中紀錄，其中「大
帝」包辦3球，前鋒路夫和新秀哈里利亦
各有2球。最終騎士11射全中，要到第
12球才落空。
基於首節騎士已出現34:3的一面倒形
勢，加上占士獨得全場最多的41分，令
該隊最終以127:94力壓鷹隊，拿下4連
勝。占士提早在末節退下休息，他的投
籃命中率不俗，全場20射13中，是騎士
贏波的功臣。至於艾榮亦獲得20分，全
隊共有6人拿到得分雙位數，相比下米爾
薩普的16分已是鷹隊之冠。

蘭度夫7度「雙雙」
另一場由主場的灰熊對活塞，前者的
大前鋒蘭度夫拿到17分及22個籃板，中
鋒馬克加素和控衛干尼分別得到23分和
18分，助球隊以95:88勝出；這個常規賽
主場19連勝成績亦是灰熊的隊史新紀
錄。蘭度夫此仗的「雙雙」是開季以來
第7次，基於灰熊目前成績為全聯盟最佳
的9勝1負，10仗出現7次「雙雙」，實
在非常難得。
至於上屆總冠軍馬刺，作客帝王則以

91:94落敗，這已是馬刺今季的第4場敗
仗。主隊中鋒考辛斯錄得25分和10個籃
板，令帝王難得戰勝過往鮮能超越的強
敵，中止了對賽9連敗的劣境。馬刺射入
最多分的是阿根廷外援贊奴比利，得21
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NBANBA常規賽周一賽程常規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小牛
○騎士 對 金塊
塞爾特人 對 太陽
網隊 對 熱火
活塞 對 魔術
灰熊 對 火箭
馬刺 對 76人
●拓荒者 對 鵜鶘
快艇 對 公牛

NBANBA常規賽周六賽果常規賽周六賽果
巫師 98:93 鵜鶘
騎士 127:94 鷹隊
速龍 111:93 爵士
公牛 90:99 溜馬
灰熊 95:88 活塞
小牛 131:117 木狼
拓荒者 97:87 網隊
帝王 94:91 馬刺
勇士 112:87 黃蜂
快艇 120:107 太陽
○now678台周二8:00a.m.直播
●now678台周二11: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戰績持續低迷、現於西岸包
尾的湖人，主將高比拜仁日前
要帶病作賽，導致出現14射1
中的惡劣情況。到底是否「紫
金王朝」嚴重缺乏人才，需要
跳過操練稍為休息的高比繼續
「頂硬上」？今季來履新的教
練史葛坦言：「只要他還能
行，都會上場。若想高比明天
不打，你得鋸了他的腳！其實
大家很了解他，哪管感到狀態
只較昨日好兩成，他都會說經
已康復。因此，我不會逼他停
戰，他對比賽的態度是只要能
夠走動都會打。」
至於另一球星拿殊，則因受

傷宣佈今季「玩完」，史葛本
想他在留家養傷之餘，可回隊
中為後輩給點意見，奈何這構
思沒法實現。據知史葛早前曾
找拿殊，但後者沒接聽電話，
也沒給予答覆，令史葛有點微
言。 ■記者 鄺御龍

首節連入首節連入99球球33分創紀錄分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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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葛拒阻高比上場史葛拒阻高比上場

騎士宰鷹騎士宰鷹騎士宰鷹

自從勒邦占士回歸後，騎士即被視為有力爭奪NBA總冠軍的熱門，

周六他們主場對鷹隊，在「大帝」和另一球星路夫有上乘發揮下，不

僅以33分之差勝出，更有連續11個3分球沒射失的驚人數據。單是

首節騎士便連入9球3分球，創下NBA新紀錄，力爭季後賽門券甚至

笑到最後大概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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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年終賽的最後2強昨日誕生，世界「一
哥」塞爾維亞的祖高域在準決賽險些大意輸給日
本代表錦織圭，但最終集中精神即能以6:1、3:
6、6:0勝出這場「同門對決」，邁向3連霸。另
一場準決賽瑞士天王費達拿同樣以總盤數2:1力
克同胞華連卡，第9次殺入年終賽決賽。

不滿觀眾為犯錯歡呼
大會頭號種子祖高域，以1盤未失的姿態出

線，僅被隸屬同一贊助商的「師弟」拿下1盤，
「一哥」賽後坦言感到很疲累，又指突然失去集

中力丟失第2盤，因受到嘈吵的觀眾所影響。當
時他發球雙錯誤，但觀眾竟鼓起掌來，祖高域隨即
諷刺地拍掌回應，並搖頭示意不滿。「有些人全場
都過了火位，令我通常都不會回應下選擇還以顏
色，這是我的錯。但願明天這不會再發生。」
至於「費天王」則以4:6、7:5及7:6反勝了澳網
冠軍華連卡，有望第7次於本賽事奪魁。賽後費
達拿有感如釋重負：「我非常幸運，華連卡的底
線發揮很好，通常情況下我可能已輸了。」過往
費達拿跟祖高域碰頭37次，成績是19勝18負，
雙方實力屬「五五波」。 ■記者 鄺御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各路羽毛球好
手陸續抵港，備戰明天
至 周 日 舉 行 的
YONEX-SUNRISE香港
羽毛球公開賽。而在中
國公開賽意外不敵印度
新星獲男單亞軍的大滿
貫球手林丹，也隨國家
羽隊於今日傍晚到港。
主場的港隊昨午踏足

紅館試場測風，盡早熟習場地。魏楠帶着未足三個月大、被視為
旺父拿亞運獎牌的兒子魏莃哲「陪練」，收操時他坦言:「大腿寬
骨發炎，分分鐘第一場比賽就要因傷棄權。」他在正賽第一場將
對賽事3號種子印尼的蘇湯米，難打兼處下風。
至於「黑妹」葉姵延，有人認為其打法上已走到「盡頭」。但

安胎完畢復工兩周的女隊主教練王晨稱：「黑妹」仲有排打，她
不但和第二梯隊一同訓練，更自行加操。2016巴西奧運看她的心
態了，只要她肯打巴西奧運便有把握入圍。至於技術、體力方
面，王晨認為絕無問題，但她須破解自己的心魔──壓力。
王晨還稱：如果明年起賽制改為11分制，對「黑妹」更為不

利，令她受到更大的壓力。而港隊總教練何一鳴指出：11分一
局，一場比賽可以20分鐘完成。除令賽事更刺激外，也讓球手將
精力集中在半小時內，對已年長的球員帶來更多的機會。

「「一哥一哥」「」「費天王費天王」」爭年終冠軍爭年終冠軍

中新社澳門16日電 （記者 王國
安）第61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昨日
下午上演壓軸賽事三級方程式（F3）
大賽，瑞典車手羅辛基斯奪得冠軍，
亞軍和季軍分別為奧地利車手奧亞和
新西蘭車手卡斯德。至此，大賽7項
賽事全部結束。
全長6.2公里的澳門東望洋賽道以
其極富挑戰性聞名。當天，三級方程
式大賽共鬥15圈，比賽開始不久就出
現意外。賽事首圈，英國車手布隆基
斯與法國車手奧康在加思欄附近相
撞，導致尾隨的多輛戰車連環碰撞，
賽會因此出示紅旗暫停比賽。雖然後

來比賽繼續，但多位車手因賽車嚴重
受損，從而無法繼續爭雄賽道。
當天的大賽車還進行另外兩項賽

事。其中世界房車錦標賽收官戰第一
回合由阿根廷車手盧佩奪冠；第二回
合的冠軍由英國車手侯夫奪得。効力
拉達車隊的侯夫同時以2分27秒009
打破了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站的最快
圈速紀錄。
另一項賽事澳門GT盃由德國車手
晏高奪冠，而過去3屆冠軍得主、意
大利車手莫他拿僅獲得第3名。代表
Craft-Bamboo車隊的香港應屆最佳運
動員歐陽若曦獲得第9名。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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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賽車落幕瑞典車手稱王瑞典車手稱王FF33 ■■瑞典車手羅辛基斯慶瑞典車手羅辛基斯慶
祝奪得冠軍祝奪得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占士占士（（中中））攻得又守攻得又守
得得，，助騎士擊敗鷹隊助騎士擊敗鷹隊。。

■■路夫路夫（（右右））
於首節射入於首節射入22
記記33分球分球。。

■■湖人教練不會湖人教練不會
阻止高比逞強上阻止高比逞強上
陣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灰熊球星蘭度灰熊球星蘭度
夫夫（（右右））伸手上伸手上
籃籃。。 美聯社美聯社

■■三級方程式比賽發生三級方程式比賽發生
戰車連環碰撞戰車連環碰撞。。新華社新華社

■■葉姵延葉姵延（（右右））和世錦賽冠軍西班牙和世錦賽冠軍西班牙
的加露蓮娜瑪蓮對練的加露蓮娜瑪蓮對練。。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費達拿力克同胞躋費達拿力克同胞躋
身決賽身決賽。。 路透社路透社

■■祖高域賽後振臂祖高域賽後振臂
歡呼歡呼。。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亞盃港隊險
勝中華台北！面對擁有主場之利的中華台北，
港隊昨晚苦戰之下憑林嘉緯的12碼一箭定江
山，以1：0僅勝對手升上次席，而朝鮮隊則以
5：1大破關島兩戰兩勝。
港隊今仗派出林嘉緯及鞠盈智擔任「雙
核」，控球方面確實有所改善，不過卻未能製
造出太多攻勢。反觀一心穩守突擊的中華台北
隊則有一兩次射門相當「入肉」；猶幸港隊一
對中堅李志豪及科夫繼續有水準演出，多次瓦
解對方的高空攻勢。

港隊直至以麥基入替
安基斯後攻勢才有改

善，換邊後港隊攻勢愈來愈盛，並由麥基博得
12碼，林嘉緯一射中鵠成功領先。其後中華台
北隊展開瘋狂反撲，雖然藉角球及傳中一度製
造出不少混亂，不過未能起腳射門，最終港隊
將1：0紀錄維持至完場。目前，港隊1勝1負得
3分名列第二，必須寄望中華台北在最後一仗擊
敗朝鮮才有出線希望。
港隊主帥金判坤認為，中華台北隊體力化的

踢法為己隊帶來不少麻煩。他說：「在這麼多
球迷的支持下對手踢出了高水平，要擊敗他們
不容易，今仗的防線表現十分出色，尤其是李
志豪及科夫的表現近乎完美，最後一戰對關島
我們繼續要取勝。」

克里琴科保拳王稱號
世界重量級拳王烏克蘭的克里琴科，昨

日在德國漢堡接受保加利亞拳手普利夫挑
戰，最終前者在第5回合以狠勁的左勾拳
擊中對手，保住拳王名銜，亦中止了普利
夫的不敗紀錄。 ■記者鄺御龍

蘇格蘭辦羽球世錦賽
世界羽聯昨日於秘魯舉行的理事會會議

上決定，曾申辦蘇迪曼盃羽毛球混合團體
賽失敗的蘇格蘭城市格拉斯哥，獲得2017
年世界羽毛球錦標賽舉辦權，此乃當地第
2次辦羽毛球世錦賽，也是英國城市第5次
舉辦。 ■新華社

■■克里琴克里琴
科科 （（ 紅紅
褲褲）。）。
路透社路透社

港足東亞盃東亞盃11球小勝球小勝中華台北中華台北

■■麥基麥基（（右右））入替後表現活躍入替後表現活躍。。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 攝攝

■■林嘉緯林嘉緯（（左左））的的
1212碼為港隊打破碼為港隊打破
僵局僵局。。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