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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臣的兒子上周六證實父親病逝
的消息說：「紐約市和全世界

一夜間失去一位傳奇球星、一個朋
友、一位兄弟……我們的父親——
美臣。大家可料到美臣與嚴重的心
臟病奮勇搏鬥，我希望我正寫着其
他事情，不過，爸爸，我們要讓你
知道，我們愛你，而你將會與我們
同在。」
美臣在NBA征戰13年，曾効力

網隊、金塊、紐約人、黃蜂、公鹿
和熱火，其中在1994年與伊榮、奧
克利及史達斯協助紐約人躋身總決
賽，可惜最後以總場數3:4憾負火
箭，無緣總冠軍。

痛失戰友 伊榮沉重
伊榮發表聲明沉痛地表示：「在

得知我們昨晚失去了美臣後，我的
心情沉重。我們在紐約人度過5個
精彩球季……我將會記住他的力
量、決心和毅力，並向其家人表示
關心，願他安息！」
紐約人在主場對速龍的比賽前，

特別為美臣進行默哀儀式，並在首
節的一次暫停時間，播放美臣昔日
的比賽片段，向該名1995年最佳第
6人致敬。
小添夏達威的父親昔日曾與美臣

在熱火並肩作戰，賽後他表示將這

場勝仗獻給「前輩」：「心情很難
過，但同時我們需要上陣比賽，所
以我們希望走上場為他(美臣)而
戰。」小添夏達威是役攻入22分，
前速龍中鋒巴格拿尼貢獻19分，加
上後衛加路維在關鍵時刻射入3分
球，協助紐約人錄得2連勝，並向
速龍送上今季最差的5連敗。
另外，熱火在主場對鷹隊的比賽

前，亦為美臣進行默哀。美臣在
2000/01年球季効力熱火，填補中
鋒莫寧因腎病避戰的空缺。曾在紐
約人執教美臣、並將該名前鋒帶到
熱火的萊利亦發表聲明弔唁。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潘志南)剛於
亞協盃旗開得勝的南華成功取得2連勝，昨
日在足總盃首圈面對甲組球隊公民，憑藉麥
比連的入球以1:0險勝，將與標準流浪爭入4
強。而黃大仙則在另一場足總盃首圈以2:0擊
敗甲組球隊南區，晉級8強，但莫斯奧在完
場前甩骹，損兵折將。隨着南區和公民雙雙
落敗，所有甲組球隊亦已於足總盃畢業。
雖然要兼顧亞協盃賽事，不過南華在今場
足總盃仍派遣強陣出擊，麥比連及艾華均正
選上陣。甫開賽，南華便壓着公民發動猛烈
攻勢，不過有保羅及安巴等外援坐鎮的公
民，防守未有出現漏洞，尤其是門將保羅，

更是化解南華多次的高空轟炸，艾華的突破
亦受制於對手的密集防線未見威脅。

麥比連頭槌奠勝
直至完半場前，公民防線終於出現破綻，
南華在後場截得公民傳送後，展開快速反
擊，伊達左路傳中覓得無人看管的麥比連，
這名近況回升的澳洲前鋒一頂入網成1:0。其
後，公民雖然極力反撲，可惜體力不繼，最
終南華成功保住1:0勝果出線，將與標準流浪
爭入4強。
另外，在港超有「巨人殺手」之稱的黃大
仙，全場控制大局，但上半場一直未能射破

南區門將王子謙的大門，辛祖及尹東憲先後
射門中楣及中柱。

莫斯奧手肘甩骹送院
易邊後，黃大仙變陣，以快馬李鍵入替劉

梓堅，不足1分鐘就取得入球，頂入1:0打開
紀錄。79分鐘，李鍵在右路傳中，辛祖禁區
內輕鬆射入，將紀錄改寫成2:0。完場前1分
鐘，黃大仙中堅莫斯奧上前助攻，但在角球
攻勢中與隊友黃駿軒相撞，莫斯奧倒地後左
手肘甩骹，賽後需要送院治理，但沒有影響
賽果，最終黃大仙以2:0擊敗南區晉級，8強
會挑戰東方。

矢志升上港超的南區，教練馮凱文賽後指
出今場可作為練兵，因為要取得三甲名次才
可升班，港會、公民、旭日及油尖旺都是難
以應付的甲組對手。

NBANBA常規賽周一賽程常規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主隊 客隊客隊
7676人人 對對 速龍速龍
網隊網隊 對對 勇士勇士
熱火熱火 對對 太陽太陽
●●木狼木狼 對對 快艇快艇
小牛小牛 對對 鵜鶘鵜鶘

NBANBA常規賽周六賽果常規賽周六賽果
巫師巫師 9999::9595 活塞活塞
熱火熱火 9191::9393 鷹隊鷹隊
紐約人紐約人 103103::9898 速龍速龍
木狼木狼 9797::101101 灰熊灰熊
小牛小牛 9494::104104 網隊網隊
太陽太陽 7474::101101 馬刺馬刺
爵士爵士 8282::7575 公鹿公鹿
●now●now678678台周二台周二99::0000a.m.a.m.直播直播
註註：：直播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患上肺栓塞的熱火全明星前鋒保殊，經過住院
一周治療後已告出院，目前正在家休養。熱火缺
少保殊在陣，即使有中鋒韋德沙取得平個人最高
紀錄的24個籃板球，以及貢獻14分，上周六在
主場仍以91:93惜負鷹隊。
保殊早前被確診患上肺栓塞，需要進行手術，

賽季提早報銷。保殊住院一周後，上周五已出院
回家休養，目前沒有復出時間表。熱火主帥斯波
爾斯特拉表示出院是保殊回復健康的一大步：
「這(出院)是他的首個目標，他一直對此(住院)感
到憂心，令他發了瘋。」

熱火惜負鷹隊
熱火在今季餘下賽事缺少保殊，韋迪將要負責

領軍重任，可是韋迪拿下全隊最高的22分，加
上韋德沙取得14分和24個籃板球，目前仍處磨
合期的熱火還是稍欠運氣，面對有蒂格和賀

福特等4名主將缺陣的鷹隊，最
後也以2分之差飲恨。韋迪
賽後說：「我們是鬥士，
隊友之間仍未完全熟悉，
但我們會為此拚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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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天王」費達拿
周日在迪拜公開賽決
賽，以總盤數2:0擊敗世
界「一哥」祖高域，第7
次贏得賽事冠軍。另
外，「費天王」在決賽
共 發 出 12 個 「Ace
球」，職業生涯累積
9000個「Ace球」。
第12次征戰迪拜公開
賽的費達拿，今年第9次
闖 入 決 賽 ， 此 前 在
2003、 2004、 2005、

2007、2012和2014年奪冠。在周日
的決賽，已屆33歲的費達拿只用上1
小時22分鐘，便以6:3和7:5的盤數
擊敗祖高域，七度在迪拜稱王，並將
二人的對賽成績改寫為20勝17負。
費達拿賽後高興地說：「第7冠簡

直難以置信，當我聽到宣布我曾6次

在迪拜贏得冠軍，聽起來已經很瘋
狂。」費達拿其後還驕傲地表示，自
己在溫網和哈雷賽也是七冠在手，感
覺很棒。
費達拿今仗共發出 12 個「Ace
球」，職業生涯共發出9007個「Ace
球」，正式成為「9000Ace球」俱樂
部其中一員。

拿度爭平泥地冠軍紀錄
另外，西班牙「泥地王」拿度周日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公開賽4強，以7:6
和6:2的盤數力挫阿根廷球手貝爾洛
克，晉級決賽，將與另一名東道主球
手蒙納哥爭奪冠軍，力爭追平名宿韋
拿斯的46個泥地賽冠軍紀錄。
女子方面，捷克球手沙花露娃在卡

塔爾公開賽決賽，以6:4和6:3的盤數
擊敗白俄羅斯球手阿薩蘭卡奪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男子100米和200米跑世界紀錄保持者
保特周日表示，很期待今夏重返北京奧
運會主體育場「鳥巢」，嘗試超越自己
在北京奧運會上的優異表現。
保特將於半年後重返「鳥巢」出戰世

錦賽，在08年奧運會上，保特曾在「鳥
巢」以破世界紀錄的成績奪得3金。保特
說：「我想我在北京有一個很高的起
點，我很興奮回到那裡繼續超越。」
保特還透露，教練米爾斯對於他的世

錦賽備戰進程感到很滿意：「教練對我
現在的狀態很滿意，我們剛開始做一點速度訓練……今季的關鍵是努力不受傷病困擾。」保特周
日意外在吉遜接力賽上演新賽季首秀，而非按傳統的在開普敦參賽。 ■新華社

2015年F1新賽季本月15日在澳洲揭
幕，根據F1規定，「1」號戰車是預留
給衛冕冠軍，但衛冕冠軍咸美頓放棄
選擇標誌世界冠軍的「1」號戰車，繼
續鍾情「44」號。
咸美頓說：「當車手贏得世界冠
軍，大家均可用『1』號，但這對我來
說沒有關係。『44』的意義較『1』號
大，這(不選用『1』號)不代表我不是
第一。『44』是我的家庭號碼，是我
開始賽車和贏得高卡車錦標賽的號
碼，這對我別具意義。維泰爾、舒麥加和所有世
界冠軍擁有過『1』號，但他們沒有用過『44』
號，『44』是屬於我。」

咸美頓上周六繼續在巴塞羅那為平治車隊試
車，並做出最快圈速的1分23秒022。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費
達
拿
迪
拜
七
度
封
王

保特期待返鳥巢超越自己

車路士足校辦小球員課程
香港車路士足球學校昨日宣布與一

間運動用品銷售商合作，開辦「車路
士小球員課程」，對象為3至6歲小
童。技術總監山度士續透露，會與東
昇、愉園和南華等老牌球會合作，讓
手上的年輕球員可踢高水準賽事，從
而晉身職業球員行列，為香港足球和
老牌球會出一點力。 ■記者潘志南

傅家俊歐巡賽ET6無緣16強
香港桌球手傅家俊周六在波蘭舉行

的歐洲巡迴賽格丁尼亞公開賽(ET6)32
強，以總局數3:4不敵米堅斯，無緣
晉級16強，而希堅斯、卓林普、羅拔
臣及衛冕冠軍梅菲則順利晉級。

■記者蔡明亮

咸美頓鍾情「44號」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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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心臟病發離世前輩心臟病發離世

前紐約人球星美臣在上周六早上因心臟病離世，終年48歲。受到前輩病逝噩耗刺激，今季淪為聯盟

「包尾大幡」的紐約人大打爭氣波，後衛小添夏達威轟入全隊最高的22分，最終在主場以103:98爆冷

擊敗暫列東岸第3位的速龍，以慰美臣在天之靈。

屠龍慰美臣屠龍慰美臣屠龍慰美臣
紐約人爭氣紐約人爭氣

南華 黃大仙足總盃齊過關

■■山度士山度士((右右))和小童玩趣味足球和小童玩趣味足球。。

■■小添夏達威小添夏達威((右右))攻攻
入入2222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費達拿費達拿((右右))擊敗祖高域奪冠擊敗祖高域奪冠。。新華社新華社
■■保特保特((中中))在在20152015年展開新賽季年展開新賽季。。 路透社路透社

■■咸美頓在第咸美頓在第33日試車做出最快圈速日試車做出最快圈速。。美聯社美聯社

■■加路維加路維((中中))射入關鍵射入關鍵33分球分球
後被隊友抱起後被隊友抱起。。 美聯社美聯社 ■■美臣終年美臣終年4848歲歲。。美聯社美聯社

■■韋德沙韋德沙
((中中))攬實攬實
籃 球 不籃 球 不
放放。。

法新社法新社

■■兩軍職球員及全場球迷兩軍職球員及全場球迷
賽前為美臣默哀賽前為美臣默哀。。 美聯社美聯社

■■伊雲伊雲((左左))起腳射門起腳射門。。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黃大仙中堅莫斯奧黃大仙中堅莫斯奧((左上左上))壓過壓過
隊友黃駿軒攻門隊友黃駿軒攻門。。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