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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足
總主席梁孔德前晚與傳媒聚餐時，
主動就黃威事件回應，他指出在足
總行政總裁薛基輔和YFC澳滌教
練李志堅(堅Sir)談話中，「堅Sir」
理解上有些誤會。他亦重申黃威這
次的醫療費用會由足總負責。
梁孔德說：「從這次事件與球圈

的聲音中，反映出足總在日後必須
正視球員的保險問題。」他續稱足
總是有為代表隊買保險，但球會對
球員的保障亦要有責任。足總董事
局將於本月26日的會議上，會有
議程談論這次事件，而足總會研究
和定出一套代表香港隊比賽的球員
保障計劃，包括大港腳和各分齡代
表隊。

「大帝」勒邦占士與高比拜仁兩大球星周二不
約而同雙雙復出，而且命運亦告一樣。占士缺陣
2周後回歸，轟進全隊最高的33分，可是騎士作
客以100:107不敵太陽，遭遇6連敗；而最近4場
比賽避戰3場的高比拜仁，在完場前2秒射失3分
球，錯失追平機會，最終湖人以75:78惜負熱火。
占士因左腳和後腰感到痛楚，缺陣比賽長達2

周，直至在客場對太陽一役中復出，個人18次起手命中11
球，拿下全隊最高的33分；新加盟的J.R.史密夫貢獻29
分，包括投進8個3分球，可惜另外「兩巨頭」艾榮及路夫
只各得9分進賬，結果騎士未能打響勝鼓，錄得6連敗。
對於首仗復出的表現，占士感到滿意說：「2周前我做

不到這些動作(強力入樽及靈活推進)，感到再次做回自己
真的很棒。」在占士缺陣的8場比賽中，騎士僅錄得1勝
7負的劣績，目前球隊的總戰績為19勝20負，得勝率低
於一半。

路夫決定留効騎士
去年夏天由木狼轉投的路夫，表示會在今夏履行合約，
留在騎士。他說：「我覺得我們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不打算跳出合約。」路夫在下季的年薪為1670萬
美元，如果選擇執行合約，將會留在騎士至2016年夏
天。
占士回巢未為騎士帶來好成績，暫時的效益可算是在球

衣銷量之上。根據聯盟最新公布的球衣銷量，占士重新穿
回的騎士「23號」球衣高踞首位，這也是大帝連續5季處
於榜首，勇士後衛史提芬居里及雷霆前鋒杜蘭特分列第2
位及第3位。
與勒邦占士相比，同日復出的高比拜仁則手感欠奉，19
次起手只中3球，全場只有12分，其中在完場前2秒射失
3分球，未能為湖人追成平手。
湖人甫開賽曾落後0:18，高比第12次投射才告得手，
為球隊「破蛋」，這名36歲老將賽後語帶不滿說：「我
感覺自己是罐頭俠，知道我的意思嗎？但這只是過程和挑
戰的部分，我不是要抱怨或投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莫威廉士得分破紀錄
木狼周二作客溜

馬，前者憑着控衛莫
威廉士獨攬52分，協
助球隊以 110:101 反
勝，15連敗中止，毋
須擔心超越2011年的
18連敗隊史紀錄。32
歲的莫威廉士不單貴
為功臣，更同時刷新
個人職業生涯最高得
分及木狼隊史個人最
高得分這2項紀錄。

網隊5年無冠俄商求售
2010 年 5 月以 17.4

億港元購入網隊主要
擁有權的俄羅斯富商
普羅霍洛夫，據稱因
對球隊5年都未能贏
得冠軍而意興闌珊，
決定賣盤求售。儘管
球會多位高層否認
「賣網」，但有指該
富商已找公司處理放
售事宜，料最快本月
底可召集各潛力買家；亦有消息提到是和俄國
陷入經濟困局有關。另外，網隊前鋒加納特日
前對火箭時，因用頭撼向懷特侯活而被罰出
場，如今加納特被追加無薪停賽1場及罰款
11.7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火箭」奧蘇利雲周二在倫敦桌球大師賽首
圈賽事，以總局數6:4擊敗禾頓晉級8強，並
且追平「桌球皇帝」亨特利職業生涯「一杆破
百」775次的紀錄。而肺癌病癒的卡特則以同
一局數篤走鶴健士，首次晉級大師賽8強。
奧蘇利雲在比賽中分別在第6局和第10局打

出一杆100分和116分，進而完成個人職業生
涯中的第775杆「一杆破百」。奧蘇利雲賽後
說：「其實前幾局我有更好的機會。」在現場
擔任電視評述員的亨特利說：「我知道這只是
時間問題，但我希望自己沒有在評述這場比
賽。」
卡特在8個月前被驗患上肺癌，自去年11月

底病癒後出戰英國錦標賽，但在首圈就被世界
排名第116位的中國「90後」球手張安達擊
敗。卡特今仗發揮出色，甚至曾打出一杆130
分，證明已經徹底康復。卡特賽後說：「英錦
賽時，癌症的事情還縈繞在我的頭腦中，現在

我可以不用管這些，專注於比賽中。」
奧蘇利雲的下一個對手是香港球手傅家俊，

卡特將迎戰澳洲名將羅拔臣。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潘志南)特首梁振英昨日在施
政報告中，宣布多項支援體育發展的措施，包括成
立基金支持年輕運動員投入全職行列，以及關注運
動員退休後的生活。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為鼓勵有潛質的青少年

運動員成為全職運動員，政府將從「精英運動員發
展基金」撥出資源，為體院與「精英運動員友好學
校網絡」的合作學校提供更多支援。
有關運動員退休的後路，政府為支援運動員開創新

事業，鼓勵退役運動員出任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
加強學校的體育文化。而體院今年亦設立「精英運動
員嘉許計劃」，向今年或以後正式退役的全職運動
員，發放一次性的獎金。
報告中亦提及會增強對殘疾運動員的支援，本財

政年度已提供超過2,800萬元資助作推廣參與、培訓
及支持運動員參加比賽，以及在香港舉辦國際賽
事。政府將委託顧問研究如何更全面支援殘疾運動
員及推動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活動。
另外，啟德體育園區今年將展開前期工作，預計

可於2017年開展工程，而政府體育委員會亦決定成
立小組，研究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政府會加緊推
動去年設立的「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供
非牟利機構或體育總會提出申請，資助他們在已修
復的堆填區發展康樂設施或其他合適的創新用途。

澳網下周一揭開戰幔，塞爾維亞球手祖高域與美國代表
莎蓮娜威廉絲(細威)昨日被列為男、女單頭號種子。上屆男
單冠軍、瑞士球手華連卡則以4號種子力求衛冕。「中國
金花」彭帥在女單被列為21號種子，至於2012及2013年
2屆冠軍、白俄羅斯女網球手阿薩蘭卡，因近況大滑坡而無
緣當上種子。
另一方面，阿根廷球手迪樸祖於悉尼國際賽男單次圈繼

續過關，以總盤數2:1力克頭號種子、
意大利球手霍傑尼晉級。日本球手錦
織圭則在庫揚
精英賽出線，
以總盤數 2:1
淘汰澳洲球手
佐敦湯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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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列強港超列強
大擴軍大擴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潘志南)首屆港超聯各

項錦標盟主將於未來數月誕生，為笑到最後，各支

班霸均積極擴軍，東方的「英超兵」歷格斯、太陽

飛馬的「東歐金靴」尼高杜基，加上急起直追的南

華亦狂攬三將，下半季的港超定必風起雲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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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蘇奧蘇「「一杆破百一杆破百」」
追平亨特利追平亨特利

祖高域 細威
澳網掛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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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公鹿 對 紐約人

(中立場)
火箭 對 雷霆
湖人 對 騎士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溜馬 101:110 木狼
76人 87:105 鷹隊
巫師 101:93 馬刺
太陽 107:100 騎士
爵士 105:116 勇士
帝王 104:108 小牛
湖人 75:78 熱火
○now635台周五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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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港超爭持空前激烈，太陽飛馬經過季初強勢後
表現有所滑落，為在下半季捲土重來，飛馬最新

簽入立陶宛超聯神射手尼高杜基，這名年僅26歲的前
鋒與飛馬簽下一紙1年半的合約。
尼高杜基身高1米86，能勝任前場多個位置，上季以

35場入19球的成績成為神射手，在2014歐洲金靴獎亦
榜上有名，排名第26位。總監陳志康形容這名球員跑
動積極，善於與隊友配合，相信可以很快融入球隊，
與拉斯錫組成的「東歐雙煞」威力令人期待。

傑志再簽西班牙鋒將
為了本地及亞洲賽雙線作戰，傑志亦不敢怠慢，簽
入西班牙前鋒路比亞度及韓國中堅金泰敏，加上艾里
奧及保連奴即將轉為本地球員，傑志的人腳可謂近年
最強，剛到埗的路比亞度坦言狀態仍需催谷，相信自
己在適應後可成為球隊不可或缺的力量。
南華繼邀得艾華及劉卓軒加盟後，昨日再獲飛馬外
借金寶，並已火速投入球隊訓練，將會穿上「3號」球
衣迎接新挑戰。金寶完成首課
操練後表示感覺良好，相信自
己會很快融入南華。教練馬里
奧讚賞金寶首課練習態度認
真，相信他可勝任中場及後防

多個位置，並希望他能夠助南華爭取好成績。馬里奧
透露，本月24日前將會最後決定3個亞協盃外援人
選，目前仍需要考慮一下。
南華足主張廣勇昨晨亦到京士柏球場觀操，他透露
目前為賀歲盃加緊籌備，當中門票價格會主要考慮可
吸引更多觀眾入場。另外，南華外援保贊日前在港度
過30歲生日，全隊為他舉行小型生日會。

東方搞宣傳不惜工本
今季大灑金錢的東方，除邀得前南華主帥楊正光加
盟組成最強教練團外，曾効力阿仙奴及熱刺的歷格斯
雖未披甲已令一眾球迷非常期待，加上球隊在宣傳上
亦不惜工本，大賣巴士車身廣告及送打氣衫等，顯示
出這支昔日班霸重振雄風的決心。

■■奧蘇利雲在奧蘇利雲在88
強 大 戰 傅 家強 大 戰 傅 家
俊俊。。 新華社新華社

■莫威廉士成為木狼
史上單場最高得分球
員。 美聯社

■金寶(左)將穿上南華3號球衣。南華圖片
■■路比亞度路比亞度((右右))已隨傑志操練已隨傑志操練。。傑志圖片傑志圖片

■梁孔德主動就黃威事件回應。
潘志南 攝

■■立陶宛超聯金靴得主尼高杜基已抵埗立陶宛超聯金靴得主尼高杜基已抵埗。。飛馬圖片飛馬圖片

■■占士占士((右右))復出首仗發揮應有水平復出首仗發揮應有水平。。美聯社美聯社

■■高比高比((左左))射失射失33分球分球。。法新社法新社

■普羅霍洛夫入主網
隊5年仍然無冠。

美聯社

■■細威積極備戰澳網細威積極備戰澳網。。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