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振興菲國摘金

香港山地單車手陳振興周日在菲律賓宿霧
舉行的「ASEAN山地單車盃2015」奪得越
野賽冠軍，由於賽事屬於UCI第三級的比
賽，故可獲得UCI積分。而另一名香港運動
員賴俊健分別在青年越野賽及青年落山賽奪
得雙料冠軍。

東方羅致聶凌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暫列港超聯

賽榜首的東方，早前奪得銀牌冠軍，但球隊仍
然繼續增兵，昨午成功羅致回復自由身的33
歲港隊中場聶凌峰，雙方已簽下一紙1年半合
約，而前英超球員歷格斯亦會留効至季尾。

港男籃今鬥新加坡
「第二十屆超級工商盃國際籃球邀請賽」

今日假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開鑼，以年輕球
員為骨幹的港男籃，今晚7時迎戰新加坡國
家隊。初賽門票60元及特惠票40元，「五
天套票」為150元。

K教練NCAA奪千勝

帶領美國男籃贏得2屆奧運金牌的名帥克
里澤維基(K教練)，周日帶領杜克大學在
NCAA(美國大學籃球賽)以77:68擊敗聖若
望大學，成為NCAA史上首名取得1000勝
的男子主教練。 ■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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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威在去年法網女單次圈爆
冷被穆古魯薩拍走，昨日

二人狹路相逢，比賽期間不時咳嗽的
細威以2:6先失首盤，不過一名「神秘
球迷」在觀眾席上突然大聲呼喊教路，細
威表現立即改善，結果連勝6:3及6:2，逆
轉出線。

球迷出口教路相助
細威賽後在球場內接受前澳洲球手史杜比絲訪

問時，感謝該名「神秘球迷」出口相助：「有人在
觀眾席上大喊『莎蓮娜加油，利用旋轉。』這裡四
周也有教練。當時我像回應『你對，我正嘗試這樣
做，但我一直沒有做
到。』這真的很棒，
我在球場內像360度
均聽到自己的名
字。」史杜比絲賽
後建議細威將獎

金的5%答謝該名球迷，細威笑着答應：「來吧。」
細威下仗將硬撼去屆女單亞軍、保加利亞球手施寶
高娃，後者在另一場16強賽事以6:2、3:6和6:3的盤
數力挫2屆澳網冠軍、白俄羅斯名將阿薩蘭卡晉級。
男單方面，力爭衛冕的華連卡昨日以7:6、6:4、4:6
和7:6的盤數擊敗加西亞盧比斯，一報去年法網首圈
落敗之仇。華連卡賽後說：「經過3小時激戰，我很
高興能夠過關。我們在法網已打過一場大戰，面對他
總是很難打，他取得良好的比賽節奏，在底線給我很
大壓力，但我發球出色。」
華連卡下仗將與日本名將錦織圭爭奪準決賽資

格，後者在第4圈以直落3盤6:3輕取西班牙球手費
拿。華連卡預料8強會是一場硬仗：「他(錦織圭)是

一名極佳的擊球手，能
夠以抽擊得分，而且動
作很快，總是難以應
付，不會給你有太多時
間。」

■記者蔡明亮

女網「世界一姐」莎

蓮娜威廉絲(細威)與上屆澳網男單冠軍華連卡昨日

雙雙上演復仇記，在澳網單打16強分別淘汰西班牙球手穆古魯

薩及加西亞盧比斯，一同報卻去年法網被擯出局之仇，順利闖進8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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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組合」鄭潔/詹詠然昨日在澳網女雙
第3圈耗時1小時20分鐘，以直落2盤6:3力
克「瑞士公主」軒芝絲及意大利球手彭妮達
的組合，成功挺進8強。
鄭潔賽後表示，軒芝絲也算自己年輕時的

偶像，能和她交手之前就很期待，贏下來也
非常開心。她把比賽的勝利歸功於自己和詹
詠然的充分準備，同時也再度肯定二人的實
力。鄭潔說：「我們的戰術很明確，就是盡
量不要把球打入相持階段，底線出速度，網
前幾板都盡快搶，搶不到也晃動幅度大一
點，讓她們有一定的壓迫感。這一點我們做
的挺好，打到最後可能給對方在底線的壓力
比較大。」
比賽結束後，鄭潔與詹詠然在賽場上緊緊

相擁，儘管二人相差6歲，但鄭潔坦言完全不

會有代溝，而且此前曾和詹詠然反覆合作，
互相很了解，私交好，個性也很像。
鄭潔曾和晏紫攜手摘取06年澳網女雙桂

冠，當被問及今年是否也已開啟「奪冠模
式」，鄭潔謹慎回答說：「這場球給我們很
大信心，從籤表看，我們這個區幾個種子組
合都掉了，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機會，但是
還沒有看那麼遠，要一場一場打。」
「海峽組合」在8強將對戰波蘭的伊格納奇

克和斯洛伐克的克萊帕奇。
■新華社

「「海峽組合海峽組合」」躋身女雙躋身女雙88強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潘志南)中國拳手
楊連慧最近喜事連連，去年底成家立室
後，獲得「神奇教練」羅奇確定親自主
教，距離挑戰世界冠軍的夢想只有一步
之遙。
身在洛杉磯訓練的楊連慧，職業賽取
得18勝1負13次KOs的佳績。在新的一
年，楊連慧在訓練上會有突破，著名教
頭羅奇將親自主理他的訓練。楊連慧接
受訪問時興奮地說：「羅奇要求我注重

比賽時身體
的重心，打

法進攻型重心要更穩，訓練上更加強到
每天都有體能訓練，而且出拳率要更多
一點；此外，打法要更大的控制比賽局
面。目前一周練6天，每隔一天就是拳
手對練，對手天天都不同，有的更是世
界排名前3名的拳王。」

奪世界冠軍即造人
楊連慧一直羨慕鄒巿明及帕奎奧等拳

王擁有幸福家庭在背後支持，比賽前後

有另一半關心及照
顧自己，故在去年
8月及12月分別奪
得IBF泛太平洋輕
次中量級冠軍及
WBO亞太區輕次
中量級冠軍後，即
回家鄉與女友結
婚。他坦言太太和
自己都有同一夢
想，如果今年夢想

成真、成為輕次中量級世界冠軍，便會
「造人」為家庭添個寶寶。
楊連慧只要在3月7日的IBF輕次中量

級世軍冠軍資格賽擊敗泰國的巴通博
通，今年就可挑戰IBF輕次中量級世界
冠軍金腰帶。
楊連慧亦向香港拳王曹星如寄語，到
美國訓練，適應生活和氣候很重要，並
以自己為例，除了背後的團隊外，太太
在異鄉主理膳食，並在訓練後充當司
機，讓自己有充分休息，令他們在洛杉
磯的一切變得很完美。

楊連慧楊連慧喜獲名教練指導喜獲名教練指導

MVP對決 大帝稍勝雷帝

鷹隊啄木狼締造16連勝
鷹隊的戰績繼續高飛，憑藉6名球

員得分達雙位數，其中前鋒米沙比
取得全隊最高的20分，最終在主場
以112:100「啄傷」木狼，將球隊
史上最長的連勝紀錄改寫為16場，
目前以37勝8負在東岸領導群雄。

尼克楊格態度差半場被雪
湖人後備後衛尼克楊格周日在主

場對火箭的比賽中，被主帥史葛批
評比賽態度欠佳，結果在上半場上
陣8分鐘後便被「雪藏」，賽後更
少有拒絕記者訪問。火箭是役以99:
87獲勝，後衛夏頓轟進全場最高的
37分，中鋒懷特侯活則以一身文裝
坐在後備席，未有披甲倒戈。

詹寧斯跟腱撕裂賽季報銷

活塞周日宣布後衛詹寧斯因在上
周六對公鹿的比賽時不慎跟腱撕
裂，將要提早「收咧」。活塞表示
詹寧斯沒有復出時間表，而這名今
季平均攻入15.4分的後衛則在twit-
ter寫上「6至9個月」，相信這是
其預計的養傷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2014年傑出運動員選舉」昨日
完成佔百分之三十的體育傳媒投
票，而公眾的網上投票仍然進
行，2月9日截止。目前「牛下女
車神」李慧詩與體操亞運金牌得
主石偉雄在公眾投票暫列首2名，
本屆傑出運動員選舉於3月16日
公布和舉行頒獎禮。
國際奧委會委員、港協暨奧委
會會長霍震霆昨日透露，奧委會
稍後將開會，他會力爭壁球項目
入奧。霍震霆透露目前會研究減
少運動項目，例如「現代五項」的馬術、射擊、泳術、跑步、劍擊，和
現存的奧運項目類同。同時，國際奧委會正籌辦電視頻道，不少運動項
目的比賽都醞釀改制，希望進一步為電視觀眾帶來更佳的視覺效果，如
網球的決勝局由7分減至4分，羽毛球改為15分制等。

李慧詩傑出運動員選舉領先

NBA速報

騎士周日與雷霆上演焦點大戰，這
亦是「大帝」勒邦占士與「雷帝」杜
蘭特之間的MVP對決，最終騎士在主
場以108:98擊敗對手，取得6連勝，賽
後「大帝」表示能夠擊敗雷霆，證明
騎士有力與勁旅較量。
占士與杜蘭特是過去2季的常規賽
MVP，今仗二人本季首次正面交鋒，
「大帝」取得34分、7個籃板球和5次
助攻，而杜蘭特則拿下32分、6個籃板
球和9次助攻，表現不相伯仲，但占士
率領騎士取得最後勝利。
上次占士因膝傷而無緣鬥雷霆，今
次領軍獲勝，賽後他說：「我們很自
信，也很謙虛。我們的比賽對手很有
經驗和天賦，他們在一起很長時間，
這場勝利證明我們能和高水平的球隊
較量。」雷霆後衛維特斯是役倒戈，
甫出場即被騎士球迷柴台，但他對此
表示不會理會。
同日另一場的東岸賽事，熱火後備
中鋒韋德沙再有閃亮演出，錄得「三
雙」成績，拿下14分、13個籃板球及
個人職業生涯新高的12次封阻，協助
球隊作客以96:84「灼傷」公牛。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NBANBA常規賽周二賽程常規賽周二賽程
(本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客隊
溜馬 對 速龍
活塞 對 騎士
●熱火 對 公鹿
小牛 對 灰熊
○勇士 對 公牛
◎湖人 對 巫師

NBA常規賽周日賽果
公牛 84:96 熱火
騎士 108:98 雷霆
太陽 100:120 快艇
鵜鶘 109:106 小牛
鷹隊 112:100 木狼
魔術 99:106 溜馬
馬刺 101:95 公鹿
速龍 114:110 活塞
勇士 114:111 塞爾特人
金塊 115:117 巫師
湖人 87:99 火箭
●now678台周三8:30a.m.直播
○now635台周三11:30a.m.直播
◎now678台周三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華連卡淘汰加西亞華連卡淘汰加西亞
盧比斯盧比斯。。 法新社法新社

■■楊連慧楊連慧((右右))夢想登上輕次夢想登上輕次
中量級世界冠軍寶座中量級世界冠軍寶座。。

■■楊連慧楊連慧((左左))與新婚與新婚
太太表現恩愛太太表現恩愛。。

■■陳振興陳振興((中中))贏得贏得
越野賽冠軍越野賽冠軍。。

■■KK教練教練((中中))成為史上首名成為史上首名
NCAANCAA千勝教頭千勝教頭。。 美聯社美聯社

■■霍震霆霍震霆((中中))昨再呼籲市民踴昨再呼籲市民踴
躍投票躍投票。。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鄭潔鄭潔((左左))與詹詠然賽後慶與詹詠然賽後慶
祝比賽勝利祝比賽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詹寧斯日前對公鹿詹寧斯日前對公鹿
一役受傷一役受傷。。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杜蘭特杜蘭特((左左))侵侵
犯占士犯占士。。美聯社美聯社

■■細威在落後首盤下

細威在落後首盤下

反勝對手
反勝對手。。 美聯社美聯社

■施寶高娃在8強將

挑戰細威。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