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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六的NBA賽場，近況麻
麻的灰熊難得在作客下止跌回
升，因球隊於邁阿密以103:95擊
敗熱火，讓4連敗得以告終。
雖然灰熊今場缺少了核心蘭度

夫，但在康利和馬克加素帶領
下，半場已取得 16 分領先優
勢。到第3節，韋迪頻頻得手令
熱火一度打出23:5的強勢，把差
距縮至3分，在末節更靠查爾莫
斯和安達臣的3分與罰球追至只
有2分，但關鍵時刻馬克加素製
造連續犯規，讓灰熊能保住優
勢，終邁向勝利。
是役韋迪拿到全場最高的25

分，灰熊孖寶康利與馬克加素分
別取得24及22分，而在今場後
灰熊的成績為21勝8負，居西岸
第4位，熱火則以14勝17負排
在東岸第7位。另外，熱火因大
前鋒麥羅拔士右膝外側半月板撕
裂而提早「收咧」，令球隊得到
265萬美元的傷病特例，有傳他
們想在CBA尋找替補應急。

速龍末節踩油致勝
同日速龍作客快艇，頭3節兩

隊實力相當，客隊僅能領先2
分，但末節華斯基斯發力，助速
龍連取8分的同時打出13:2的壓

倒性攻擊，導致最後1分40秒足
足拋離17分。這當堂讓快艇無
心戀戰，終以98:110敗陣，了結
其主場8連勝。速龍的白人中鋒
華倫超拿斯獲得22分與11個籃
板的「雙雙」，其隊友羅利和華
斯基斯亦拿到25分及16分。

■記者 鄺御龍

NBA常規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公鹿

溜馬 對 公牛

○網隊 對 帝王

熱火 對 魔術

火箭 對 巫師

快艇 對 爵士

NBA常規賽周六賽果
快艇 98:110 速龍

黃蜂 94:102 魔術

巫師 101:88 塞爾特人

熱火 95:103 灰熊

公牛 107:100 鵜鶘

網隊 85:110 溜馬

公鹿 85:90 鷹隊

爵士 88:71 76人

帝王 135:129 紐約人

勇士 110:97 木狼

○now678台周二8: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灰熊灰熊撲撲「「火火」」連敗告終連敗告終

■莎賓娜（左三）昨午偕母親（左一）和教練（左
二）抵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昨
日在旺角大球場舉行的高級組銀牌
準決賽，東方以近乎完美的表現以
3:1力挫南華（少林寺），將與傑志
會師決賽。輸波的南華再度引發球
迷對足主張廣勇的不滿。
超過3,400名球迷欣賞這場銀牌4

強，創出今季入場人數新高，而雙
方亦派出最強陣容出戰，不過東方
的外援三叉戟明顯更具威脅，整體
上較有鬥心，於中前場佔盡優勢。

未夠半個鐘輸3球
開賽僅8分鐘，中堅基藍馬接應

羅志焜的角球頂成1:0，2分鐘後南
華再度失守，麥阿里士打乘「少林
寺」防線未能解圍而快腳射入，加
上27分鐘羅志焜接應直線射成3:0，
未到半個鐘南華已落後3球。再無退
路的南華亦未有束手就擒，完半場前
7分鐘由中村祐人扳回一城。
換邊後，賽事火藥味愈來愈濃，南

華謝家強幾次硬朗攔截險釀衝突，而
雙方亦均有入球機會，當中伊達的罰
球妙射中楣令南華無法追近比數，最
終東方以3:1勝出，一雪聯賽首循環
落敗之辱。

球迷要楊正光回歸
經歷早前的內亂加上銀牌敗於死

敵手下出局，令一眾「擁南躉」的
不滿又再升級，完場後不斷高呼口
號要求足主張廣勇下台及叫前主帥
楊正光回歸。新主帥馬里奧稱太早
失球打亂了部署，而球隊亦創造出
不少機會，可惜未能把握。

東方滅「寺」晉身決賽

18歲的莎賓娜是今年
國際體壇一鳴驚人的大
紅人，特別在於上半年
她仍寂寂無聞，多得台
灣媒體驚人的推動力
量。
可能雙親分別是滑雪
與跑步選手的關係，令
莎賓娜遺傳了他們的運
動基因，也擁有適合打
排球的高挑身材。但她並非自小便參
與這項運動，要到高中獲選入排球隊
才開始做排球女將。
莎賓娜本來在哈薩克斯坦青年女子隊
只屬後備，當她於今年7月中隨隊到台
灣參加2014年亞洲青年女子排球錦標
賽時，因樣子可人兼擁有突出的「齊
陰」髮型，迅即成為網絡紅人，台灣傳
媒連日報道其一舉一動，哈薩克斯坦國
家排球隊教練就如此「喧賓奪主」的情

況向雅虎體育怒轟：「不可能這樣去工
作，人們的舉動仿像只有一人在參
賽。」最終他們獲得第7名。
但扯火還扯火，「12頭身排球正

妹」的魅力不易擋住，在台灣的短短
時間莎賓娜的Instagram追隨人數由不
足 300人暴升至逾 30萬！目前已屆
35.5萬之譜。隨便一張相都可獲過萬
人「讚好」，人氣的確無可置疑。

■記者 鄺御龍

首度來港的哈薩克斯坦排球美少女莎賓娜，甫步出閘
口已被半百記者的閃個不停的閃光燈和大炮鏡頭嚇

倒。然而超級純情可愛的「12頭身排球正妹」對記者有
求必應，無論在機場抑或活動中亦如是，任影沒黑面。
離開機場後，莎賓娜即出席商場活動見港迷，現場所

見絕大部分都是男性，包括哥哥仔、阿叔、阿伯的宅男
型粉絲。身穿紅色運動外套、以長褲收起美腿的莎賓
娜，一上台就用英文向本港市民說：「Hi everybody.
Sorry I am late.」並透過翻譯指很開心能來香港，「只
是來到短短廿分鐘，就感到香港的美。」又表示知道香
港有「美食天堂」的美譽，希望大家能夠教路。

男粉絲高呼不枉此行
有3名上水男孩，幾經辛苦終於等到「排球正妹」到

港，他們在機場久候一日一夜，也有參加自拍活動。大
會安排莎賓娜和粉絲貼身、頭貼頭兼搭膊頭玩自拍，
「上水三宅男」中的陳同學高呼不枉此行：「影相時，
還聞到她那股少女幽香和身體溫度。」還有2名女粉絲
送上「排球正妹」心愛的熊仔和一幅她的肖像畫。莎賓
娜愛自拍不是秘密，所以活動進行到一半她已要求和圍
觀者自拍，亦孝順地和隨行的母親及教練一齊拍照。

拍拖做明星要問阿媽
及後莎賓娜提到前日「大頭蝦」忘帶護照的瘀事，她

坦言從未發生過在自己身上，但認為支持者會體諒及繼
續愛戴自己，又指粉絲喜歡她穿長裙，所以今次沒晒長
腿也不打緊。對於運動、男性追求者和學業如何取捨，
莎賓娜強調自己尚未入選國家隊，但對排球充滿大志，
至於會否拍拖或做明星則要問准媽媽才可。
今午3時半莎賓娜將到青衣長發體育館跟香港青年女

排作技術交流，而大除夕晚上10時半則會重返奧海城與
香港市民迎接2015年來臨。

前日在長春舉行的全國花樣滑冰錦標賽女子
單人滑比賽中，有個頗陌生的身影在比賽場
上，動作流暢零失誤，贏得全場掌聲。此人是
比賽中的唯一香港選手梁懿，首度參加全國花
滑錦標賽已在女子單人滑短節目奪第7名。
12歲的梁懿是香港出生，7歲初接觸滑冰後便
愛上這運動，只花1年半即由純粹熱愛演變成接
受專業訓練。然而香港缺乏滑冰的環境，某程度
上限制了其進步，所以在梁懿10歲時她的父母
便舉家遷居北京，令她每日放學後都可練習。
梁懿的教練已制定下一步計劃，就是2年後

的世界青少年錦標賽，但小妹妹夢想更高：
「代表中國香港隊參加奧運會。」

■記者 鄺御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本港
馬拉松愛好者無人不知、人稱「葉伯」
的香港最年長馬拉松跑手葉倫明，昨日
被長跑界證實他於早上8時在東華東院
病逝，享年93歲。當消息傳出後，不少
跑步愛好者都到網上留言致哀。
在今年聖誕節前，葉伯已因為呼吸道
問題由老人院被送入醫院，在佳節期間
需用氧氣罩協助呼吸，並且說話無力，
及後因痰多導致肺功能衰竭，最終不幸
離世。過往曾參加不少馬拉松比賽的葉
伯，說過有100歲命都會去跑，然而
2008年起已因抱恙而缺席「渣馬」。

馬拉松常客葉伯離世馬拉松常客葉伯離世 12歲港女孩欲征冬奧
日「冰王子」奪3連霸

2014年全日本花滑錦標賽，當中的男子單人滑賽事前晚
於長野落幕，在今年初索契冬奧奪冠的羽生結弦以總分
286.86分排名第1，成功達至3連霸偉業。雖然「冰王子」
羽生結弦在第1個後內結環4周跳出現失誤，但其後成功完
成後外點冰4周跳，結果獲得192.50分，連同短節目比賽
的得分，羽生最終奪冠，並鎖定明年3月世錦賽參賽資
格。然而羽生昨日因肚痛缺席得獎健兒的表演環節。

王坤江麗明膺半馬帝后
香港半程馬拉松錦標賽昨晨在大美督舉行，3,000名跑手

冒着寒雨參加。今屆沿用上屆路線，以汀角路和主壩直升
機停機坪分別作為比賽的起點和終點，其中王坤於男子壯
年組以由頭帶到尾姿態勝出，時間為1小時12分29秒。上
屆亞軍江麗明則以1小時27分03秒贏得女子壯年組冠軍。

■記者 鄺御龍

「排球正妹」封美腿仍搶鏡

莎賓娜莎賓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12頭身

排球正妹」莎賓娜昨午抵港，行色匆匆的她

一落機即飛車出席下午4時在奧海城的「零

距離自拍」粉絲活動。雖然全程穿上國家隊

運動外套，收起殺盡男球迷的長腿，然而莎

賓娜的笑容、友善態度加上一句速成的廣東

話「康剛（香港），我愛你哋」，令在場男

女老少粉絲以至記者都全被攻陷。

今夏寶島一戰成名

■■「「1212頭身排球正妹頭身排球正妹」」樂於跟樂於跟
男粉絲貼頭合照男粉絲貼頭合照。。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莎賓娜來港前苦練廣東話莎賓娜來港前苦練廣東話，，向全場向全場
數百粉絲甜蜜講出數百粉絲甜蜜講出「「我愛你我愛你」。」。

■■莎賓娜隨便放張相上網莎賓娜隨便放張相上網，，都能都能
獲過萬人獲過萬人「「讚好讚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愛玩自拍的莎賓娜愛玩自拍的莎賓娜，，當然不會當然不會
錯過錯過「「與眾同攝與眾同攝」」的機會的機會。。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麥阿里士打麥阿里士打（（左左））的入球為東的入球為東
方領先至方領先至22::00。。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南華積施利南華積施利（（紅紅
白衫白衫））飛剷阻止勞飛剷阻止勞
高的突破高的突破。。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羽生結弦羽生結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長跑界標誌性人物葉伯香港長跑界標誌性人物葉伯
撒手塵寰撒手塵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熱火熱火「「閃電俠閃電俠」」韋迪韋迪（（中中））遠射遠射。。

■■灰熊的馬克加素灰熊的馬克加素（（淺藍衫淺藍衫））爆籃爆籃，，
助球隊重拾勝軌助球隊重拾勝軌。。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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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 1996年11月5日
出生地 哈薩克斯坦的阿克托比
身高 1.82米
體重 59公斤
Instagram帳號 altynbekova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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