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NBA褪色勁旅湖人周二在主場以褪色勁旅湖人周二在主場以9393::8585擊敗活塞擊敗活塞，，

拿下今季第拿下今季第1717場勝仗場勝仗，，終止終止55連敗連敗，，可是仍然無法擺可是仍然無法擺

脫厄運脫厄運，，自自19601960//6161年球季遷至洛杉磯後年球季遷至洛杉磯後，，最早一季最早一季

宣告無緣季後賽宣告無緣季後賽，，亦是球隊史上僅第亦是球隊史上僅第22次連續次連續22季未季未

能躋身季後賽能躋身季後賽。。

湖人湖人 難難洛洛
遷市後最早一季緣盡季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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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擔任沙巴F1車隊後備車手的雲達加迪，
昨日獲澳洲維多利亞高院判勝訴，確認沙巴車
隊需要履行合約，委任這名荷蘭車手為今年的
正車手，不過沙巴車隊已提出上訴，今日會再
進行聆訊。

今再進行聆訊
雲達加迪日前入稟澳洲維多利亞高院，控告

沙巴車隊違約，沒有讓他擔任新賽季的正車
手。現年29歲的雲達加迪在去年6月底與沙巴
簽約，確認在今季成為正車手，然而因車隊
「缺水」，結果去年11月初改為委任帶來巨額
贊助的瑞典車手艾歷臣及巴西新秀拿沙為車隊

於今季出戰。
儘管雲達加迪已把事件交給瑞士的體育仲裁

法庭並得到勝訴，但日前仍入稟澳洲法院，以
確保在法律保護下，可在本周日坐上沙巴戰車
出賽。澳洲維多利亞高院昨日宣判雲達加迪勝
訴，支持瑞士體育仲裁法庭的裁決結果，不過
沙巴車隊聞判後即時提出上訴，今日會進行聆
訊。
雲達加迪對於能夠在澳洲站揭幕戰以沙巴正

車手出賽感到樂觀：「我們將要看看明日的結
果怎樣，我仍充滿希望。我現在的狀態非常強
勁，我正期待返回車隊，為本周末(揭幕戰)竭
盡所能備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
港隊在剛結束的「2015亞洲青
少年劍擊錦標賽」，合共獲得1
金 4銀 8銅，成績不俗。面對
「90後」師弟急速上位，對仁
川亞運男子花劍個人賽銀牌及團
體賽銅牌的29歲劍手張小倫來
說，要再踏足奧運的夢想，也變
得更困難。
張小倫日前表示未肯「掛

劍」，就是希望再闖奧運的「劍

地」，不管是團體或是個人項
目。他表示：「由於『90後』
隊友的衝擊力很大，我也不能怠
慢，我仍希望能在巴西奧運亮
相，所以希望盡力爭取更佳成
績。在花劍團體的組合，我的經
驗總可在後備上有點作用。」

袁晉禧火速上位
新秀袁晉禧在是次亞少賽和亞

青賽，獨取男子花劍少年賽個人

賽和團體賽2枚銅牌，更在青年
賽越級夥拍張家朗、吳諾弘和鄧
沛霆奪得男子花劍團體賽銀
牌。
女隊方面，年僅15歲的「小

花」張曉晴在亞少賽女子重劍個
人賽擊敗中華台北對手，神勇奪
金，並在重劍團體賽與隊友黃文
珊、楊穎一、邱嘉賢合力摘下銀
牌，與袁晉禧成為港隊中的大贏
家。

香港桌球手傅家俊與英格蘭的卡
達同因未獲簽證，無法前往孟買，
宣布退出印度公開賽。至於在首圈
過關的卓林普，賽後表示受到肩傷
困擾，可能在次圈被迫退出。
由於今屆印度公開賽改期，多名
頂尖球手選擇放棄參賽，而傅家俊
與卡達則太遲申請，最終因簽證問
題未能參賽，造就卡靈頓與哉斯自
動晉級。

卓林普肩傷或退賽
作為僅餘的大牌球手，世界排名
第6位的卓林普在首圈以總局數4:2
擊敗萊恩斯，順利晉級，可是卓林
普賽後說：「賽前我弄傷了肩膀，
我當時都不確定自己能否現身孟
買。我今場打得有點掙扎，如果情
況沒有好轉，我可能需要退出。我
非常期待這項賽事，想在這裡奪
冠，但世錦賽下月展開，我必須要
優先考慮世錦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荷車手荷車手勝訴勝訴 沙巴沙巴上訴上訴

張小倫未言退 誓再戰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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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職業
生涯首次除
去頭帶開賽
的「大帝」
勒邦占士，
周二獨取全
場最高的27
分和 8次助
攻，率領騎
士在主場以
127:94 痛宰
小牛，並超
越 前 輩 派
斯，榮膺球
隊史上「助攻王」。
自03年登陸NBA以來，占士一直戴上頭帶比
賽，上周六在主場對太陽的比賽中，戰至第2節
時首次除去頭帶，而周二更是首次在開賽時已沒
戴上頭帶，對於占士這個「反常態」的決定，主
帥布拉特坦承不知所以，但他表示喜愛沒有戴頭
帶的占士。
占士沒有戴上頭帶比賽，表現未受到影響，起

手14次命中10球，而且貢獻8次助攻，効力騎
士期間累積4207次助攻，打破派斯保持的紀
錄，成為騎士「助攻王」。占士賽後說：「我喜
歡我們的打法，大家願意分球，而且取得比賽節
奏。」

史杜達米亞炮轟隊友
除了占士外，其餘3名正選路夫、艾榮及J.R.

史密夫的得分均超過20分，合力為騎士大勝一
場；相反，嚐得大敗的小牛則不是味兒，尤其新
加盟的史杜達米亞，賽後還炮轟隊友說：「我來
這裡是要獲勝，我們距離被『叮出』季後賽只有
4場半，這是不可接受，我們需要找方法去重新
集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西岸最新排名西岸最新排名
名次名次 球隊球隊 成績成績
11 勇士勇士 5050勝勝1212負負
22 灰熊灰熊 4545勝勝1818負負
33 火箭火箭 4343勝勝2020負負
44 拓荒者拓荒者 4141勝勝2020負負
55 快艇快艇 4141勝勝2323負負
66 馬刺馬刺 4040勝勝2323負負
77 小牛小牛 4141勝勝2525負負
88 雷霆雷霆 3535勝勝2828負負
── 鵜鶘鵜鶘 3636勝勝2929負負
── 太陽太陽 3333勝勝3232負負
── 爵士爵士 2727勝勝3636負負
── 金塊金塊 2323勝勝4141負負
── 帝王帝王 2121勝勝4141負負
── ##湖人湖人 1717勝勝4646負負
── ##木狼木狼 1414勝勝4848負負

截至截至33月月1010日日
##無緣季後賽無緣季後賽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溜馬 對 公鹿
巫師 對 灰熊
●爵士 對 火箭
○馬刺 對 騎士
湖人 對 紐約人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溜馬 118:86 魔術
網隊 91:111 鵜鶘
小牛 94:127 騎士
馬刺 117:107 速龍
爵士 87:82 紐約人
湖人 93:85 活塞
●now678台周五9:00a.m.直播
○now635台周五9: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湖湖人是役共有人是役共有77名球員達雙位數名球員達雙位數，，中鋒佐敦希爾拿下全隊最高的中鋒佐敦希爾拿下全隊最高的1616
分分，，帶領球隊將戰績改寫為帶領球隊將戰績改寫為1717勝勝4646負負，，不過隨着鵜鶘在同日作不過隨着鵜鶘在同日作

客大勝網隊客大勝網隊，，現錄得現錄得3636勝勝2929負負，，意味着暫列西岸尾二的湖人意味着暫列西岸尾二的湖人，，即使即使
在餘下在餘下1919場常規賽取得全勝場常規賽取得全勝，，亦肯定無法超越暫列西岸第亦肯定無法超越暫列西岸第99位的鵜位的鵜
鶘鶘，，正式宣布提早正式宣布提早「「出局出局」，」，史上第史上第77次無法闖進季後賽次無法闖進季後賽，，更是自更是自
19741974//7575及及7575//7676年球季後年球季後，，首次連續首次連續22季未能在季後賽亮相季未能在季後賽亮相。。
對於湖人自遷至洛杉磯後最早出局對於湖人自遷至洛杉磯後最早出局，，在在NBANBA領軍剛好第領軍剛好第10001000場的場的

主帥史葛表示從沒有去理會過主帥史葛表示從沒有去理會過，，他說他說：「：「老實說老實說，，我沒有想這個問我沒有想這個問
題題。。我只是在想這支球隊繼續變好的進程我只是在想這支球隊繼續變好的進程，，在球場上的攻守表現起到在球場上的攻守表現起到
作用作用。。由首日直至現在由首日直至現在，，我們在防守上有進步我們在防守上有進步，，這是我整季一直的說這是我整季一直的說
教教，，故我感到高興故我感到高興。。我們需要在未來我們需要在未來1919場比賽繼續這樣做場比賽繼續這樣做。。我在我在
10001000場比賽中學懂很多場比賽中學懂很多，，我仍然認為自己有很多東西要去學習和實我仍然認為自己有很多東西要去學習和實
現現。」。」

可獲受保護選秀權可獲受保護選秀權
湖人今季戰績較去季更差勁湖人今季戰績較去季更差勁，，目前只得目前只得2525..88%%得勝率得勝率，，隨時打破自隨時打破自

明尼阿波利斯遷至洛杉磯後在去季創下的最差戰績紀錄明尼阿波利斯遷至洛杉磯後在去季創下的最差戰績紀錄3232..99%%。。不不
過過，，目前在全聯盟戰績第目前在全聯盟戰績第44差的湖人差的湖人，，將因而獲得選秀抽籤的機會將因而獲得選秀抽籤的機會，，
若最後以倒數第若最後以倒數第44位結束常規賽位結束常規賽，，將可有逾將可有逾88成機會保留一個受保護的成機會保留一個受保護的
前前55位選秀權位選秀權，，否則便要將這個選秀權送給否則便要將這個選秀權送給7676人人。。33年前年前，，拿殊以拿殊以
「「先簽後換先簽後換」」的方式的方式，，由太陽轉投湖人由太陽轉投湖人，，而而7676人則在交易限期前從太人則在交易限期前從太
陽得到這個選秀權陽得到這個選秀權。。
今季提早今季提早「「收咧收咧」」的湖人球星高比拜仁的湖人球星高比拜仁，，是役坐在後備席為隊友打是役坐在後備席為隊友打

氣氣。。高比賽後重申高比賽後重申，，下季回歸賽場的計劃沒變下季回歸賽場的計劃沒變：「：「誰說我退役誰說我退役？？我明我明
年是否比賽年是否比賽，，對我來說從不是一個問題對我來說從不是一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蔡明亮

體壇連線

李宗偉未放棄里約奧運
馬來西亞「羽毛球一哥」李宗偉涉嫌使用
禁藥的聽證會將於下月舉行，雖然前路未
明，但李宗偉仍希望能出現在明年的里約奧
運會賽場上。李宗偉說：「希望這件事能很
快過去……我在等着好消息。里約奧運會的
積分將於5月1日開始算起，希望屆時我能
獲准參賽。」

港乒四將出征亞洲盃
港乒教練高禮澤及張瑞昨晚帶領2名男子

球手唐鵬/江天一及2名女子球手李皓晴/杜
凱琹，前往印度齋浦爾參加本月13日至15
日舉行的亞洲盃賽事。

費達拿表演賽負舒娃男友
男 網

「瑞士天
王」費達
拿周二在
紐約麥迪
遜廣場花
園與舒拉
寶 娃 男

友、保加利亞球手迪米杜夫進行一場表演
賽，最終費天王以2:6、6:1和5:7的盤數，
不敵較自己年輕10年的迪米杜夫。

■記者蔡明亮

■■雲達加迪勝訴，心情大好。
法新社

■占士(左)突破上籃。 美聯社

■■史葛領軍第史葛領軍第10001000場獲勝場獲勝，，
但同日鐵定無緣季後賽但同日鐵定無緣季後賽，，可可
謂悲喜交集謂悲喜交集。。 法新社法新社

■■林書豪林書豪((左左))是役是役
取得取得1212分分。。法新社法新社

■■高比拜仁高比拜仁((中中))大感大感
無癮無癮。。 法新社法新社

■■張小倫誓要再戰張小倫誓要再戰
奧運奧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傅家俊未能參加傅家俊未能參加
印度賽印度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費達拿費達拿((左左))與迪米杜與迪米杜
夫互相手指指夫互相手指指。。法新社法新社

■艾華(左)多次在邊線利用速度快放。郭正謙 攝 ■羅港威(左)為南華打開缺口。 郭正謙 攝

輕取亞達納邦輕取亞達納邦 南華亞協南華亞協22連勝連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南華大勝出線在

望！於亞協盃主場出擊的南華繼續強勢，憑藉羅港
威、艾華及麥比連的入球，以3:1大破緬甸球隊亞
達納邦，兩戰兩勝加上得失球佔盡優勢，晉級路愈
來愈平坦。賽事共吸引2511名球迷入場。
精銳盡出的南華，今場甫開賽便佔盡優勢，客軍

無論身形、速度及力量均遠遜主隊，而且防線漏洞
頗多，令南華一眾前鋒如入無人之境。開賽僅13分
鐘，羅港威便接應直線傳送，妙射遠柱得手成1:0。

半場領先3球
南華今仗的「兩翼齊飛」發揮得淋漓盡致，左翼

先拔頭籌後，又到右翼艾華發威，近門輕鬆射入成
2:0，加上麥比連接應角球再建一功，南華半場已經
3:0遙遙領先。
換邊後，南華攻勢稍稍放緩，不過艾華的右路突
破仍然無人能阻，加上亞達納邦體力下降，無力反
擊，若非客軍門將連番把艾華及陳肇鈞的必入球神
奇擋出，南華可以更大比數領先。
戰至末段，南華先後收起陳肇麒、艾華及麥比連

等主力，雖然客軍在完場前扳回一城，不過已對大
局無礙，最終南華以3:1擊敗亞達納邦再取3分，2
戰全勝，繼續高踞亞協盃G組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