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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屆38歲的加納特上周在球員
轉會限期前，被網隊送回昔日

成名地，自2007年後再次成為木
狼球員。木狼班主格連泰萊賽
前在更衣室內向重返娘家的
加納特說：「今晚是屬於你
的奇雲(加納特)，好好享受
吧。」
開賽前，木狼主場中央

大屏幕播放着著名饒舌歌手
Kanye West 的 歌 曲

《Homecoming》，當主持介
紹加納特壓軸進場時，全場

19,856名球迷全都起立拍掌，歡迎
「狼王」回家，比賽期間，全場球迷還

不時大喊「KG」。
加納特在1995年的選秀大會上被木狼選

中，正式展開NBA職業生涯，而且効力了長達
12個球季，直至2007年才離隊轉投塞爾特人。8

年來，加納特曾以塞爾特人及網隊球員身份重返明尼
蘇達倒戈，但今次再以木狼球員身份在主場亮相，終於
體會到木狼球迷對自己的支持。

感激球迷支持
加納特賽後說：「今晚是特別的時刻，我無法用言語

表達，這就像是我的新秀賽季。此前我曾回來(倒戈)，
我從沒留意到球迷仍有多深愛着我，因為我專注在比賽
中。我不知道這個城市如此想念我，但看到這是真實，
我真的感到非常感激。」
加納特回歸後首秀上陣19分鐘，全場起手7次，命中

2球，獲得5分、8個籃板球和2次封阻，隊友奇雲馬田
則轟入全場最高的28分，加上域堅斯貢獻19分，最終
木狼大炒巫師20分，以一場大勝迎接「狼王」歸位。加
納特是役無緣與現効力巫師的前塞爾特人隊友皮雅斯同
場較量，後者因右膝傷缺陣。
木狼主教練桑達斯賽後表示：「今晚的事情較比賽來

得更重要，因為我們將一名家庭成員帶回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小牛後衛朗度日前在對速龍一役，
因與主帥卡利素爭吵，結果被球隊
「雪藏」，禁賽1場，無緣隨隊出征
亞特蘭大，以示懲戒。小牛缺少包括
朗度在內的3名正選球員，最終周三
作客以87:104不敵鷹隊。
卡利素在對鷹隊的比賽前透露，朗
度很快便會重返陣容，並指二人爭吵
源於「溝通欠佳」。卡利素說：「他
絕對是球隊重要的一員，他將於周五
重投訓練，並會在周六的比賽中返回
正選陣容。昨晚的事情已成過去。」
小牛是役缺少朗度、柏臣斯和贊特拿3名正選
球員，而新加盟的史杜達米亞亦未有上陣，
雖然在比賽初段曾一度領先鷹隊12分，但
最後還是被該支東岸「一哥」逆轉，自
2003/04年球季後，首次在常規賽被
對手橫掃。

占士勸大學勿招攬其子
另外，據報「大帝」勒邦占士已婉拒

多間大學的獎學金及教練邀請，並呼籲
外間不要再招攬
其10歲兒子。占
士說：「是的，
他已收到一些學
校的獎學金，這
太瘋狂了，不應
該這樣，不能招
募一個只有10歲
的孩子。」據稱
肯塔基大學和俄
亥俄州大學已盯
上「小勒邦」。
■香港文匯報
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足總盃正賽今日揭
幕，甲組球隊油尖旺越級挑戰港超球隊和富大埔。足總
盃初賽亞軍油尖旺今晚8時在九龍灣公園與和富大埔爭
入8強，前者陣中擁有多名前港腳坐鎮，實力不容小
覷。門票分收80元、長者及學生特惠票30元兩種。
油尖旺雖然於初賽屈居公民之下，不過仍能殺入足
總盃正賽。目前於港甲排名第3位的油尖旺，陣中擁有
不少耳熟能詳的球員，前港腳陳豪文及中場陳耀麟是這
支甲組球隊的中前場骨幹，劉嘉城、巢鵬飛及鍾漢池等
均擁有豐富頂級聯賽經驗，有力爭取晉級。
和富大埔今季一直狀態低沉，不過上仗在10人應戰
下成功逼和南華，令球隊士氣大增，今仗有望乘勢而
上，爭取久違的勝仗。大埔的防守有所改善，可是仍受
進攻不力的問題困擾，新援前鋒沙里斯能否迅速融入球

隊是勝負關鍵。

南華足主盼坐爆旺角場
另外，南華在亞協盃首戰大勝，取得好開始，親身

到場支持的足主張廣勇對球隊表現非常滿意，更表示會
為此後的亞協盃賽程作更好準備，希望能坐爆旺角場。
南華下場的亞協盃賽事將返回主場對緬甸球隊阿達

勒邦，張廣勇表示會加強宣傳，希望吸引更多球迷入
場：「球隊有好成績，當然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入場，
會加強宣傳工作，在球迷的支持下發揮主場威力。」
南華踢出近期最漂亮一仗，不過張廣勇表示只會維

持每人2千的贏波獎金：「始終只是第1場，如果出線
會考慮加碼。」另外，張廣勇亦對環球的中前場球員巴
哈多藍表現留有好印象，不排除會作出斟介。

迪拜網球公開賽頭4號種子塞爾維亞
的祖高域、瑞士的費達拿、英國的梅利
及捷克的貝迪治周三在次圈賽事均報
捷，齊入8強。
哈薩克代表格魯貝夫的實力遠遜祖高
域，故後者僅花1小時多便以6:1和6:2
的盤數勝出，取得今季第11場勝利，盡
顯「一哥」本色，祖高域賽後說：「經
過前一場比賽，我今日更適應比賽狀
況，球場上移動更快速。」祖高域下輪
將與土耳其球手伊爾汗爭入4強。
至於「費天王」和梅利則同以直落2
盤輕鬆出線，前者下輪要對法國的加斯
蓋特，梅利的8強對手是克羅地亞小將

哥歷。貝迪治則以總盤數2:1力挫意大利
的博萊利，8強對烏克蘭代表史達哥夫
斯基。

丹麥甜心硬撼阿薩蘭卡
另一方面，「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和
白俄羅斯的阿薩蘭卡分別勝出，繼而在
多哈公開賽會師8強。「禾琪」的羅馬尼
亞對手杜格赫魯受上呼吸道感染影響而
無奈退出，至於2屆冠軍阿薩蘭卡要打
足3盤才戰勝烏克蘭新星斯維托麗娜。
去年溫網冠軍、捷克的基維杜娃則同樣
受惠於對手退出而出線，下輪對西班牙
代表拿華路。■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西班牙F1車手艾朗素日前於巴塞羅那試車時
撞車送院，曾出現腦震盪情況，但經檢查後發
現並無大礙，周三已精神奕奕出院，回鄉休
養。麥拿侖車隊隨即發表聲明，指這名2屆世界
冠軍將缺席季前的最後測試。
麥拿侖指意外跟新戰車絕無關係，應來自賽

車場不尋常的強風，而國際汽聯(FIA)平常是不
會細看試車的事宜，但據報FIA將調查這次事
件，這或和艾朗素留院多天有關。

FIA調查意外原因
據報FIA會翻查閉路電視片段以求了解，其

發言人昨日
說：「我們
將非常準確
細看這次事
件，務求明
白事發經過
及得知可從
中 汲 取 甚
麼。」另外，基於去年法國車手比安奇發生嚴
重車禍，今年F1賽會已引入包括虛擬安全車和
在部分賽站提早開賽的新安全措施。

■記者 鄺御龍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溜馬 對 騎士
76人 對 巫師
鷹隊 對 魔術
塞爾特人 對 黃蜂
活塞 對 紐約人
速龍 對 勇士
公牛 對 木狼
●火箭 對 網隊
灰熊 對 快艇
鵜鶘 對 熱火
金塊 對 爵士
帝王 對 馬刺
○湖人 對 公鹿
拓荒者 對 雷霆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魔術 90:93 熱火
鷹隊 104:87 小牛
塞爾特人 115:94 紐約人
公牛 86:98 黃蜂
火箭 110:105 快艇
公鹿 104:88 76人
木狼 97:77 巫師
鵜鶘 102:96 網隊
金塊 96:110 太陽
爵士 97:100 湖人
帝王 102:90 灰熊
拓荒者 111:95 馬刺
●now678台周六9:00a.m.直播
○now678台周六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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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王歸位

時隔接近8年，加納特(KG)

終於回家了，這名在明尼蘇

達効力長達12個球季的前全

明星前鋒，周三重披木狼的21

號球衣再上戰場，獲得主場球

迷歡迎和致敬，正式宣告

「狼王」歸位，並協助球隊

主場以97：77勇破巫師。

與主帥爭吵 小牛罰朗度停賽

迪拜賽四大種子全晉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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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素回鄉休養

體壇連線
港七欖隊婆羅洲最後備戰
香港男、女子七人欖球隊今日起一連三日出戰

「婆羅洲七人賽」，為下月底的「香港國際七人欖
球賽」作最後備戰。男隊將與國家隊、東加、巴布
亞新畿內亞、斯里蘭卡和新加坡交手，而在這項賽
事完結後，港隊將與山東隊和日本隊在香港進行友
賽，繼續寓賽於操。

港隊草地滾球世錦賽奪6獎牌
港隊昨日在新西蘭威靈頓舉行的IBD草地滾球世

界錦標賽再有獎牌進賬，趙仲磷在B8男子個人賽
最後一輪以58 : 4擊敗南非代表，與澳洲球手同得
21分，但因得失球差而屈居亞軍。港隊目前共摘得
1金3銀2銅，以6面獎牌名列獎牌榜第7位。

港6名運動員體驗循環訓練
香港甲一籃球員方誠義、林萬進、蘇尚瀛、
Tyler Kepkay、三鐵代表勞証顯及學界跨欄冠軍張
宏峰昨日應邀出席一個運動品牌的活動，體驗6項
循環訓練項目，包括戰繩、阻力訓練傘、藥球、自
身體重訓練、心肺訓練及團體訓練，考驗體力及耐
力。 ■記者蔡明亮

■■朗度朗度((中中))被被「「雪雪
藏藏」」11場場。。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艾朗素(中)無大礙。 資料圖片

■■占士占士((右右))對兒子愛對兒子愛
護有加護有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加納特加納特((左左))回歸回歸
後首戰攻入後首戰攻入55分分。。

路透社路透社

■■加納特獲木狼球迷英雄式歡迎加納特獲木狼球迷英雄式歡迎。。路透社路透社
■■加納特加納特((右右))回家備受注目回家備受注目。。美聯社美聯社

■■大埔大埔((綠衣綠衣))上仗逼和南上仗逼和南
華華，，士氣不俗士氣不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南華大軍昨晚凱旋返港南華大軍昨晚凱旋返港。。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方誠義方誠義((右右))挑戰戰繩運動挑戰戰繩運動。。

■■費達拿再晉費達拿再晉
一級一級。。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