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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如昨晨8時30分便出戰第2場比賽，面
對印尼超蠅量級排名第1的沙保，經過8

回合激戰後，3位裁判一致同意曹星如以點數
獲勝，延續15連勝不敗神話。曹星如賽後表
示：「今次比賽和賽前預測一樣，盡量以密集
式打法爭勝。唯獨是我要加強力度，保持自己
腳步穩實，未來亦繼續有改善空間，改進不
足。」

鄒市明打至左眼瘀腫
另外，中國拳王鄒市明在12回合的蠅量級賽

事，與泰國球手坤比哲激戰12回合，比賽期
間，鄒市明與對手相撞，左眼撞至瘀腫和流
血，不過這名前奧運冠軍堅持到最後，同樣獲
裁判一致判定贏點數，職業生涯錄得6連勝。
鄒巿明賽後表示：「這是我首次打12回合比

賽，我的教練Freddie Roach改變了我的步法
訓練去迎戰職業賽事。今次參賽心情很激動，
對手很強，但通過艱苦訓練，令自己變得更
強，讓我有機會獲勝。」賽後鄒市明的經理人
公司行政總裁李勝表示，鄒的下場比賽肯定是
世界戰，不過由於鄒市明左眼受傷，原定於明
年2月14日的比賽，將肯定推遲至明年3月或4
月進行。

吳國權浴血縫7針
至於主場出擊的澳門拳手吳國權則出戰輕中

量級賽事，苦戰6回合，屢次遭澳洲拳手阿塔
爾擊中，比賽中段左眼已受傷，幾度流血，最
終與Rex及鄒市明一樣憑點數勝出，成功獲取
6連勝佳績。賽後吳國權需要馬上由醫療人員
縫上7針，對此他說：「在比賽時，裁判問我
是否需要因傷停止比賽，但在場有很多觀眾支
持自己，所以我堅持下去，成功贏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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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拳王帕奎奧昨日在澳門強勢登場，吸
引包括阿諾舒華辛力加和史泰龍等多名荷里
活及中港巨星雲集現身支持。擁有8個不同
級別世界拳王金腰帶的帕奎奧，在WBO世
界次中量級冠軍賽盡顯超班實力，曾6度擊
倒來自美國的「碩士生」輕次中量級拳王阿
爾吉里，最終以點數勝出，成功衛冕金腰
帶，並讓該名「碩士生」上了寶貴一課。
帕奎奧與阿爾吉里共打12回合賽事，在

第2回合和第10回合，帕奎奧曾擊倒阿爾吉
里，更在第6和第9回合兩度將對方打倒，
可是仍然無法KO對手，最終以點數取勝。

訓練員還以顏色嘲諷對手
在這場大戰前夕，阿爾吉里的訓練員一直
口出狂言，豪言該名擁有碩士學位的拳王會
以「大師級的拳擊」摧毀帕奎奧，結果事實
證明阿爾吉里被帕奎奧狠狠教訓了一頓。賽
後帕奎奧的訓練員還以顏色，反嘲對手說：
「帕奎奧教授讓碩士生拳手上了寶貴一
課。」帕奎奧則說：「我對賽果感到滿意，
我已打到最好，我嘗試KO對手，但他很敏
捷，一直移動。」■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季前被寄予厚望的騎士，
在主場對速龍的比賽中，最
多一度領先18分，可是最後
仍以93:110遭逆轉，慘吃4
連敗，賽後「大帝」勒邦占
士形容騎士目前是一支非常
脆弱的球隊，稍有少許不
順，便遭對手「擊碎」。
甫開賽僅4分鐘，騎士曾
打出26:8的比分，其後表現
突然走樣，被速龍從後趕
上，最終速龍反勝騎士 17
分，令對方經過 12場比賽
後，戰績僅錄得5勝7負。
是役貢獻15分和10次助攻
的占士賽後指出球隊目前非
常脆弱，但仍相信騎士的好
日子即將到來，他說：「我
們現在是一支脆弱的球隊，
任何逆境向我們襲來，我們
都會被擊碎。我非常樂觀，
我們需要看看哪些方面做得
好，哪些方面存在不足，然
後準備接下來的比賽。」
速龍後衛路易威廉斯後備上陣，摘

得個人職業生涯新高、全場最高的36
分，協助球隊以11勝2負，創下最佳
開季成績。

「一眉前鋒」得分創新高
另外，「一眉前鋒」安東尼戴維斯

周六錄得個人職業生涯新高的43分，
另外還拿下14個籃板球，率領鵜鶘作
客以106:94擊敗爵士。安東尼戴維斯
賽後感謝隊友說：「己隊後衛找到
我，讓我能在舒服的位置接到球，我
的任務就是將球投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NBA常規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快艇
●騎士 對 魔術
76人 對 拓荒者
速龍 對 太陽
火箭 對 紐約人
小牛 對 溜馬
爵士 對 公牛

NBA常規賽周六賽果
溜馬 83:106 太陽
魔術 92:99 熱火
騎士 93:110 速龍
紐約人 91:83 76人
火箭 95:92 小牛
木狼 101:113 帝王
公鹿 100:111 巫師
馬刺 99:87 網隊
爵士 94:106 鵜鶘
●now678台周一8: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帕奎奧讓「碩士生」上寶貴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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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如

上周外國一份研究指出，全球約三成
人口屬於超重或肥胖，每年因肥胖而導
致的經濟損失高達2萬億美元，相當全

球經濟產出的2.8%，這個損失跟吸煙導致
的損失差不多，但比因為軍事衝突、戰爭與
恐怖主義導致的損失還要多出0.7%，可想而
知，這是個驚人的數字。最令人擔心的是肥
胖人口仍然不斷攀升，如果我們不能積極做
好控制，到了2030年，全球將有約一半人屬
於超重，屆時各地政府因為肥胖而損失的開
支便不斷上升，納稅人的負擔也變得沉重。
世界衛生組織近年一直針對肥胖問題積極
宣傳和推行各種預防及改變肥胖的方法和措
施。為了引起更多人對肥胖問題的關注，世
衛把肥胖列為流行病，指它與多種常見的疾
病有關，包括心臟病、癌病、乙型糖尿病
等，由此可見，肥胖不光只是影響外表或個
人自尊那麼簡單，它實實在在增加了我們患
心血管病、糖尿病等風險，而膽固醇、血
壓、血脂等跟心臟病有密切關係的健康指標
也常常伴隨着肥胖而變差。
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改變肥胖，必先
要了解導致肥胖的原因，一般內分泌正常的
人士，他們的肥胖主要是因為在飲食中攝取
了過量的熱量(卡路里)，這過多的熱量可能是

來自過多的食物、或一些含熱量特別高的食物，如高
脂、高糖的食物，包括高糖份的飲料。
在流行各類型快餐店的飲食環境下，香港人普遍都
會在飲食中吸取較個人真正需要更高的熱量，如果這
些剩餘的熱量無法被消耗掉，它們便會變成脂肪儲存
在我們身體內，當日復日、年復年，身體的脂肪便會
越積越多，要把它消耗掉也越來越困難。
故此，我們一旦發現自己長了肉，便應該立即採取

應對措施，在減低飲食的熱量攝取的同時，還要積極
做運動，增加燃燒體內的熱量，並且讓身體變得更強
壯。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教授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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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伯光專欄 負速龍4連敗
大帝：騎士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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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亮）香港拳壇「神

奇小子」曹星如(Rex)延續不敗神話，昨日在澳

門金光綜藝館舉行的「金光決戰2」超蠅量級賽

事，以點數擊敗印尼拳手沙保，職業生涯取得

15戰全勝的彪炳戰績，而內地拳手鄒市明和澳

門拳手吳國權不約而同雙雙打至左眼瘀腫受傷，

力戰下分別贏點數，同樣保持全勝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公開羽毛
球錦標賽昨日圓滿落幕，國家隊的諶龍在男單
決賽以總局數0:2意外負於韓國的孫完虎，未能
繼2年前再掛上香港站單打金牌。
國家隊在香港站賽事取得女雙和混雙2個冠

軍，田卿/趙芸蕾以直落2局21:13擊敗日本組
合高橋禮華及松友美佐紀，贏得金牌，而張楠/
趙芸蕾在混雙決賽則以總局數2:0擊敗隊友徐
晨/馬晉奪冠。男雙方面，劉小龍/邱子瀚挑戰
失敗，以總局數1:2不敵印尼組合莫漢馬亞斯/
漢德拉。
女單賽事，中華台北的戴資穎以21:19和21:

11的局數擊敗日本的奧原希望摘金，賽後她
說：「沒有想過如此輕鬆拿得這場決賽的冠
軍，贏得自己也有點驚嚇倒，因為面對日本球
手，只得跑贏她們才有勝算，而且她們年紀
小，一路打贏很多中國一線和二線的球手。」
對於國家隊

連續2站沒有
球手殺入女單
決賽，戴資穎
認為是她們實
在太疲累，因
為每站都是打
到最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傑志昨日在港超聯賽飽
吃驚風散，在完場前憑藉「罰球專家」林嘉緯的入球，
作客以2:2逼和南華，力保不敗之身，各得1分。南華班
主張廣勇賽後稱讚球隊團結，打出南華精神，並發聲明
澄清，指傳媒近日報道有誤，影響南華會百年老字號。
南華在上半場12分鐘由梁振邦接應中村祐人回傳，快

射破網成1:0。下半場6分鐘，伊達罰球傳入中路，陳偉
豪頭槌得手，南華領先2:0。71分鐘，林嘉緯禁區頂起腳
省中對手改變方向，佐迪快南華門將摩拉一步將球傳入
中路，巴倫古素把握機會射入成1:2。完場前2分鐘，林
嘉緯主射罰球彎過人牆入網，追成2:2平手。摩拉在補時

階段稱感到頭暈，要被抬離場，及後更需入院觀察。
賽後陳偉豪表示球隊踢出教練楊正光部署，梁振邦、謝

家強的雙防中組合，成功掣肘傑志中場主導賽事的能力。
南華班主張廣勇對球隊的表現「收貨」，認為踢出南

華精神，在賽事中展示團結。他亦發出聲明，澄清傳媒
近日的失實報道。他指出更衣室內訌事件是發生在10月
31日於京士柏球場收操後，摩拉與教練發生磨擦，經球
隊處理，摩拉翌日已向楊正光握手道歉，而非如報道般
賽前擾攘一番才出場。另外，球隊是有兌現承諾頒發社
區盃獎金，已在賽後和當晚慶功先後各發5萬元，而另
外的25萬元是按會方傳統方法作營運開支。

另外，標準流浪昨日在九龍灣公園主場憑藉下半場的3
個入球，以3:0擊敗黃大仙，全取3分。

傑志逼和南華續保不敗身

諶龍香港賽意外失冠

■流浪(黃衣)在下半場連入3球致勝。 足總圖片

■曹星如(右)出拳擊中沙保。 新華社

■傑志的曾至孝
(右)遭剷走腳下
球。 足總圖片

■鄒市明(右)打至血流如注。 美聯社■曹星如(中)慶祝職業生涯15戰全勝。新華社

■鄒市明(中)左眼
瘀腫。 美聯社

■史泰龍在場內玩自拍。 法新社

■帕奎奧實力超班。 法新社

■諶龍連輸2局屈
居亞軍。 新華社

■安東尼戴維斯(左)持球上籃。美聯社

■占士(白衣)與
速龍球員相撞失
去平衡。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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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達拿昨日
在戴維斯盃決
賽 第 4 場 比
賽，以 6:4、
6:2和6:2的盤
數擊敗加斯蓋
特，協助瑞士
以總場數 3:1
擊敗法國，首
次贏得戴盃冠
軍。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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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志逼和南華續保不敗身
■■傑志的曾至孝傑志的曾至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