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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連線

年僅19歲的姬絲以非種子身份參加今屆澳網，能一路殺入準決賽實在
令人意外；這亦是她職業生涯首次晉級大滿貫4強。雖然戰勝大威的

過程不算順利，比賽途中還一度出場療傷，但原來姬絲是忍着迫使她放棄
去年溫網的大腿傷患，如今負傷取勝實在難得。

忍受腿傷奮戰到底
小妮子賽後就暫停比賽療傷一事說：「我一開始就覺得那裡很緊，但接

受一些治療便沒大礙。接着打出一球，令我感到真的很緊，我想是接近會
拉傷那兒。溫網時我漠視它，結果撕裂了（肌肉），導致棄權。那是其中
一個或會受傷的情況，但我只是盡力享受其中。」把大腿傷患紮起後，姬
絲自知不能跑動太多，因愈拉扯肌肉便愈痛，最終幸能克服過來。
原來姬絲小時因看過大細威打波，從而接觸這項運動，起初她面對偶像

大威已很緊張，但會嘗試在4強對細威時抑制心
情。「那只是其中一個我需要做的事情，我
會全力以赴，真的要保持專注。」未知其
前「1姐」教練戴雲寶，會給愛徒甚麼指引
去挑戰現任「1姐」細威了。
另一場8強，細威在沒甚難度下以直落兩

盤6:2戰勝施寶高娃，她透露其實患上傷風已
好幾日了，不停咳嗽，故賽後見記者時要長話短

說。之前5次打入澳網4強，細威最
終都能捧盃，從數據看她今年再贏
的機會似乎很大。

華連卡祖高域報捷
男單8強方面，力求衛冕的瑞士

球手華連卡以6:3、6:4及7:6戰勝日
本「1哥」錦織圭，報了去年美網8強

時落敗之仇。二人今仗皆犯錯甚多，但
華連卡能在最關鍵時刻打出「Ace球」
致勝，而他將會在4強迎戰直落3盤力
克加拿大球手拉奧歷的世界「1哥」
塞爾維亞好手祖高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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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球星基利湯遜勇士球星基利湯遜（（右右））被公牛被公牛
的保羅加素成功封阻的保羅加素成功封阻。。 法新社法新社

■■占士占士（（右右））突破活塞球員上籃突破活塞球員上籃。。美聯社美聯社

已退役的中國球手李娜，原來是姬絲有現在優秀成績的關鍵。14歲起征

戰WTA賽事的姬絲，5年後才首度戰至大滿貫4強，過往姬絲多次質疑自

己能力，她表示去年讀過李娜的自傳才茅塞頓開：「我想她（指李娜）也

有類似麻煩，但會保持正面態度。只要看她一度離開網球，之後決定回

歸，因她熱愛這運動，她那種不同的思想框架實在很有啟發性，我從中學

到很多。」
至於姬絲的下場對手細威，在「超級碗」將近下便被記者問到哪位網壇

中人可轉打美式足球，細威笑謂：「拿度會是好的跑衛，因他重心低兼跑

得快。費達拿則會是優秀的四分衛。」■ 記者 鄺御龍

李娜助新星蛻變

■「海峽組合」殺入女雙決賽。
新華社

■■美國小將姬絲美國小將姬絲（（圖圖））爆冷擊敗大爆冷擊敗大
威威，，躋身女單躋身女單44強強。。 路透社路透社

■活士已重現一副靚牙。 美聯社

■■有誰想過李娜會對現役球

有誰想過李娜會對現役球
員帶來影響
員帶來影響？？

美聯社美聯社

■■華連卡華連卡（（圖圖））戰勝錦織圭戰勝錦織圭，，
距離衛冕又近一步距離衛冕又近一步。。 新華社新華社

■■細威細威（（右右））跟落敗的施寶高跟落敗的施寶高
娃娃（（左左））握手握手。。 路透社路透社

羅斯發威
勇士嘗東岸首敗
公牛在後衛羅斯的超水準發揮

下，打到加時才以113:111擊敗
坐鎮主場的勇士，令勇士今季首
嘗被東岸隊伍戰勝的滋味，同時
把其主場19連勝紀錄畫上休止
符。
羅斯在今仗儘管錄得職業生涯

新高的11次失誤，命中率也低至
33投13中，但他依然能取得30
分，其隊友保羅加素亦拿下18
分。至於勇士的基利湯遜和大衛
李爾分別獲得30分及24分。比賽
過程一直呈拉鋸戰，主隊要到只
剩1.4秒方由德拉蒙格連補中，才
由落後追至需要加時，然而加時
至最後7秒，羅斯遠射入網的同
時基利湯遜最後一擊落空，造就
公牛艱難勝出。與此同時，基利
湯遜與其勇士最佳拍檔史提芬居
里，將成為下月東西岸明星賽的
3分比賽掛頭牌球星。

艾榮今季得分新高
另一場騎士作客活塞，在前者

兩大球星勒邦占士和艾榮火力全
開下共取得70分，助騎士以103:
95贏得今場比賽。其中艾榮拿下
他今季新高的38分，和占士聯手
取得騎士7連勝，一報上月在主

場遭活塞大炒23分之仇。而證實
今季收咧的活塞後衛詹寧斯，已
於紐約接受左腳跟腱手術。
其餘消息方面，快艇前鋒巴尼

斯周二因在Twitter向球迷發出不
恰當言詞，被NBA賽會罰款2.5
萬美元（約19.5萬港元）。

■記者 鄺御龍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魔術 對 公鹿
溜馬 對 紐約人
灰熊 對 金塊
○湖人 對 公牛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溜馬 91:104 速龍
活塞 95:103 騎士
熱火 102:109 公鹿
小牛 90:109 灰熊
勇士 111:113 公牛
湖人 92:98 巫師
●now678台周五8:00a.m.直播
○now635台周五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傑志保連奴（右）的剷射未能中鵠。 潘志南攝
■澳滌的迪亞斯（左）雖落力卻未能助球隊
贏波。 潘志南 攝

昨日在亞利桑那州的高爾夫
球場上，前「1哥」活士終日架
起燦爛笑容，因早前他遭撞甩
牙變成「無牙老虎」，如今鑲牙
成功，當然要不停擺出「四
萬」表情來威威。
於活士本球季的首項賽事鳳
凰公開賽中，他兩隻受創的牙
已回復原狀，並拿自己發生意
外自嘲一番：「沒有很多啡色
男人在滑雪比賽吧？」又指未
鑲好牙之前無法進食和飲水，
連呼吸都會很痛。儘管昨日只
是公開練習，並未正式比賽，但活士的新牙足以助他成為全場焦
點。
另外，一度被視為「亞洲大滿貫」的新加坡公開賽，因已覓得
新冠名贊助商，昨日宣佈將於明年復辦。上次新加坡公開賽已要
追溯到2012年。 ■記者 鄺御龍

活士復出 笑晒靚牙
朴泰桓聽證會下月舉行
韓聯社昨日引述自韓國游泳協

會的消息，國際泳聯將於下月27
日假瑞士洛桑舉行聽證會，調查
韓國泳手朴泰桓在興奮劑檢測中
呈陽性反應的事。韓國泳協指朴
泰桓是在去年仁川亞運前接受檢
測，並在10月得知結果，有首爾
檢察官稱朴泰桓是在去年7月底在
醫院接受睾丸激素注射，而睾丸
激素早被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列為
禁藥。 ■■新華社

賀歲波「讚好」贏巨獎
南華主辦的賀歲波門票昨日經

已發售，同時還宣佈送出總值2萬
港元的電器用品，包括50吋全高
清電視、相機和麵包機等。球迷
只需在下月12日下午4時前，在
Facebook讚好南華專頁及分享賀
歲波消息，即有機會獲獎，詳情
可參閱有關方面發布。

■■記者 潘志南

卡塔爾申2024奧運未定
卡塔爾奧組委昨日表示，仍未

決定會否申辦2024年奧運，但爭
取2028年或2032年舉辦的機會可
能較大。當局希望可在今年9月前
有最終答案。 ■記者 鄺御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
籃球隊在第20屆優品360超級工商盃
獲兩連勝，昨晚以9分之差小勝泰國
隊，在B組排榜首。今晚7時港隊將
與湖南柏寧爭小組首名。擁有2名入
籍洋將的泰國隊，未能阻止全場拿下
22分的港隊外圍射手李琪，他在頭兩
節射出6個3分球，為港隊拉開比分至
45:29。加上鄭錦興屢次剷籃和惠龍兒
搶籃板，有力從小組中出線。另外，
A組廣西威壯以 106:70 大勝中山籃
協，成冠軍熱門。

超級工商盃 港隊兩連勝

■■港隊鄭錦興港隊鄭錦興（（左左））
在泰國球員力阻下剷在泰國球員力阻下剷
籃籃。。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早前低迷的傑
志，昨晚終於結束3場敗北的戰績，在旺角主場
的港超聯獨腳戲以4:1輕鬆大勝排名低其1位的
YFC澳滌。雖然全取3分，但因比賽場數較少，
傑志目前仍以17分排聯賽榜第4位。
在高級組銀牌決賽連同超聯已3場不勝的傑

志，今場變陣可謂相當成功，安基斯、徐德帥、
顏樂楓等後備以正選出擊，顯示了機動性和活
力，眾人的勤力逼搶令澳滌受制比賽節奏下，讓
傑志大部分時間處於優勢。

因問題球判12碼
上半場開始了11分鐘，傑志翼鋒徐德帥在右路

擺過兩名敵衛後，大腳抽入「掛網波」，1:0先
開紀錄。23分鐘，澳滌因問題球被罰12碼，傑
志保連奴疑似帶波出界，再推入禁區後甩腳，守
將魯賓於禁區內侵犯保連奴，球證隨即直指12碼
點，巴倫古素操刀射入成2:0，他的今季個人入
球亦增至16球。到29分鐘，傑志又於禁區外博
得罰球，徐德帥直接主射死角入網，個人梅開二
度的同時為傑志領先3球，以這個大比數返回更
衣室。
下半場開賽了10分鐘，保連奴近門頂入成4:0，
令澳滌無力回天。雖然澳滌由新加盟的夏迪巴利
於補時階段射地波「破蛋」，但意義不大，最終
傑志大勝4:1。

傑志變陣 大炒澳滌「四個一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