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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梅威瑟與帕奎奧的對決被視為世界威瑟與帕奎奧的對決被視為世界
拳壇拳壇「「神級神級」」賽事賽事，，二人周三在二人周三在

賽前唯一的記者會亮相賽前唯一的記者會亮相，，共吸引約共吸引約600600
名傳媒代表到場採訪名傳媒代表到場採訪，，而主辦單位特別而主辦單位特別
在會場外安排一條長長的紅地氈在會場外安排一條長長的紅地氈，，讓這讓這
對世界拳王在鎂光燈下閃耀進場對世界拳王在鎂光燈下閃耀進場，，為賽為賽
事造勢事造勢。。
55年前年前，，梅威瑟與帕奎奧本有機會在梅威瑟與帕奎奧本有機會在

擂台上交手擂台上交手，，最終因獎金分配和藥檢協最終因獎金分配和藥檢協
議等問題而觸礁議等問題而觸礁，，不過二人在今年不過二人在今年11月月
終講掂數終講掂數，，上月上月2020日正式達成協議日正式達成協議，，
促成這場世紀拳王大戰在促成這場世紀拳王大戰在55月月22日於拉日於拉
斯維加斯上演斯維加斯上演。。

形容拳賽形容拳賽「「有今生無來世有今生無來世」」
梅威瑟職業生涯錄得梅威瑟職業生涯錄得4747戰全勝戰全勝，，2626

次次K.O.K.O.，，該名該名3838歲歲「「不敗拳王不敗拳王」」表示表示
這場大戰這場大戰「「有今生無來世有今生無來世」：「」：「這是一這是一
條漫長的路條漫長的路，，但現在我們就在這裡但現在我們就在這裡。。這這
((對賽對賽))全要看時機全要看時機，，我認為我們不能再我認為我們不能再
選擇一個更好的時間選擇一個更好的時間。。這是一場全世界這是一場全世界

都不能錯過的拳賽都不能錯過的拳賽，，現在我正努力健現在我正努力健
身……將自己推至極限身……將自己推至極限，，因為在我一生因為在我一生
中中，，從未如此希望勝出一場拳賽從未如此希望勝出一場拳賽，，這是這是
一場難以置信的對決一場難以置信的對決。」。」
梅威瑟在今場拳賽料可獲得梅威瑟在今場拳賽料可獲得11..22億美億美

元獎金元獎金，，對此他續稱對此他續稱：「：「當你當你((我我))到了到了
一個在一個在3636分鐘內可賺取分鐘內可賺取99位數字位數字((金錢金錢))
的層次的層次，，你你((我我))就需要成為勝利者就需要成為勝利者。」。」
擁有擁有88個不同重量級別世界冠軍頭銜個不同重量級別世界冠軍頭銜

的帕奎奧的帕奎奧，，職業生涯取得職業生涯取得5757勝勝55負負22平平
手手，，以及以及3838次次K.O.K.O.，，這名較梅威瑟年這名較梅威瑟年
輕輕22歲的拳王則說歲的拳王則說：「：「這是這是55年來大家年來大家
一直等待的拳賽一直等待的拳賽，，現在拳賽如箭在弦現在拳賽如箭在弦，，
我們非常興奮我們非常興奮，，我們在我們在55月月22日將會盡日將會盡
力讓大家樂在其中力讓大家樂在其中。」。」帕奎奧的名人堂帕奎奧的名人堂
教練羅奇認為梅威瑟的戰鬥力隨着年齡教練羅奇認為梅威瑟的戰鬥力隨着年齡
下降下降，，故帕奎奧的贏面較高故帕奎奧的贏面較高：「：「((梅威梅威
瑟瑟))55年前有較佳機會獲勝年前有較佳機會獲勝，，他的速度已他的速度已
減慢減慢，，我認為曼尼我認為曼尼((帕奎奧帕奎奧))知道怎樣去知道怎樣去
擊敗他擊敗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蔡明亮

梅威瑟與帕奎奧的終極對決全球引頸以待，據主辦單位周
三表示，這場超級拳賽的門票售價介乎1500美元至7500美元
之間，但公開發售的數目則未有透露。
這場世紀拳王大戰將於5月2日在拉斯維加斯的美高梅大酒

店內舉行，場館最多可容納16,800人，不過預料大量門票將
會分配給一眾富豪和名人，實際公開發售的門票勢必較其他
拳賽的少。由於梅威瑟大戰帕奎奧的戲碼太震撼，據稱這或
有機會刷新收費電視的「逐場計」紀錄，預料這場比賽的收
費約為90美元至100美元。
老牌拳擊籌辦人阿林表示，這場大戰將是拳擊運動在世界
舞台上閃亮的難得機會：「像超級碗或奧運會的大賽會引起
全球關注，但全球焦點集中在一場拳賽實屬罕見，相信我，
全球將會觀看這場大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公牛
76人 對 帝王
塞爾特人 對 魔術
速龍 對 熱火
雷霆 對 木狼
●小牛 對 快艇
金塊 對 勇士
○太陽 對 鷹隊
拓荒者 對 活塞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黃蜂 106:113 帝王
76人 95:104 公牛
塞爾特人 95:92 灰熊
熱火 104:98 網隊
公鹿 97:91 魔術
雷霆 108:120 快艇
金塊 115:102 鷹隊
太陽 106:97 木狼
勇士 105:98 活塞
拓荒者 105:100 火箭
●now635台周六8:30a.m.直播
○now678台周六10: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基斯保羅和韋斯布魯克(韋少)兩大控衛周
三正面對決，最終基斯保羅技勝一籌，率
領快艇以120:108擊敗雷霆。同日的另一
場比賽，勇士以105:98力挫活塞，拿到今
季第51場勝仗，追平上季總勝利場數。
基斯保羅是役得到33分和9次助攻，相
反此前6場比賽拿下5次「三雙」的韋斯
布魯克，今仗明顯失色，儘管拿下24分、
9個籃板球和7次助攻，但出現了職業生涯
新高的10次失誤。快船主教練李華士說：
「他(韋少)畢竟是人，所以也會出狀況，這
對他的球隊造成很大影響。」
在缺少主將杜蘭特的情況下，雷霆近仗
倚靠韋斯布魯克扛起球隊，不過據報杜蘭
特尚有1至2周便能重返賽場，這對雷霆
來說，無疑是一好消息。

勇士勝利場數追平上季
另外，全聯盟戰績第一的勇士擊敗活塞
後，收穫5連勝，現已錄得51勝12負，追
平上季常規賽的總勝利場數。上季勇士的
戰績為51勝31負。
勇士後衛基利湯遜今仗拿下27分，個人

職業生涯總得分超過5000分，其中在最後
一節連續投中2個3分球，帶領勇士打出
18:2的比分，奠定勝局。至於勇士另一後
衛史提芬居里，今場表現欠佳，15次起手
僅中4球，全場只得9分進賬，但交出11
次助攻。 ■新華社

荷蘭車手雲達加迪出戰F1揭幕戰的機會仍然
存疑，墨爾本上訴庭昨日駁回沙巴車隊的上
訴，維持原判，意味着沙巴車隊需要起用雲達
加迪任正車手，不過沙巴車隊指出該名荷蘭車
手沒有「超級駕駛執照」，並以安全為由，誓
阻對方亮相澳洲站賽事。
沙巴車隊的代表律師加域治表示，在開賽前

臨急讓雲達加迪出賽是「難以接受的安全危
機」，並指車隊沒有合適的座位供應給該名荷
蘭車手。另外，F1賽事總監韋霆透露，雲達加
迪沒有「超級駕駛執照」，但他不排除這名荷
蘭車手可趕及拿到。對於能否戲劇性以沙巴正

車手身份出戰揭幕戰，雲達加迪仍抱有希望
說：「我希望落場比賽，我狀態很好，並已作
好準備。」

咸美頓盼追平冼拿成就
2015年F1新賽季今日在墨爾本正式展開，進
行首日的練習賽。上屆冠軍咸美頓昨日表示，
希望可以追平已故名宿冼拿的成就，在今季成
功衛冕，贏得個人第3個世界冠軍。咸美頓說：
「我時常均希望可做到冼拿的成就。冼拿是我
喜愛的車手，小時候，我一直希望可仿效
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潘志
南)香港男、女子七人欖球
隊進入最後衝刺，全力備
戰本月底在香港大球場舉
行的國際欖球盛事「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及「香
港女子七人欖球賽」。
港男隊早前遠赴婆羅洲
參加邀請賽奪冠而回，大
大增強港隊在香港國際七
人欖球賽的目標，力爭奪
得世界七人欖球系列賽冠
軍，期望升上世界組別。
姚錦成、李卡度及一眾隊
友更誓言如能達標，全隊即剃光頭慶祝。
大有機會第6次出戰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的姚錦成認為，在婆羅洲的3場比賽先
輸湯加，後勝斯里蘭卡及反勝新加坡，發
揮出拚勁和團隊精神，希望可把這種精神
帶入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上。

下周五決選最終名單
港男、女子隊將於下周五決選最終名

單，昨午兩隊安排最後一課公開操練後，
進行閉門訓練，稍後將與日本隊同場訓練
及友賽，以戰代練。李卡度坦言，港隊今
年的兩大目標是爭取系列賽冠軍，升上世
界組別，以及巴西奧運入場劵。
港女欖隊隊長陳朗詩希望今屆可在主場

正面挑戰同組亞洲排名第一的國家隊和第
2位的哈薩克，目的是提升實力，力爭奧
運的參賽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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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車隊上訴失敗

梅威瑟梅威瑟 帕奎奧帕奎奧
同台見同台見 勢勢

體壇連線

男籃銀牌開鑼
永倫衛冕第一擊
2015年度香港銀牌籃球賽男子高級組賽

事今晚在香港修頓室內場館開鑼，揭幕戰
由上屆冠軍永倫撲擊南青，晚上7時開賽，
尾場晚上8時40分由晉龍硬撼飛鷹。銀牌
採取雙淘汰賽制，票價分為40元、長者及
學生優惠票30元兩種。

U22最後名單
港足許宏鋒榜上有名
香港22歲以下足球代表隊將於本月27日

至31日出征高雄，參加2016亞洲足協23歲
以下錦標賽外圍賽，足總昨日決選23人大
軍名單，早前遠赴美國試腳的公民前鋒許
宏鋒榜上有名。港隊將於本月25日出發。

青少年足球領袖計劃
李麗珊化身星級導師
第二屆「賽馬會青少年足球領袖計劃」

開始接受報名，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金牌
得主李麗珊獲邀加入星級導師團，與藝人
方力申、鄭丹瑞等主持品格發展工作坊，
培育新一代青年領袖。 ■記者蔡明亮

萬眾期待的世紀拳

王大戰正式進入倒數

階段，美國「不敗拳

王」梅威瑟與菲律賓

拳王帕奎奧周三終於

同台，一同為這場拳

擊史上獎金最豐厚的

比賽宣傳造勢。據稱

梅威瑟與帕奎奧的獎

金 比 例 為 「 六 四

開」，梅威瑟在這場

12個回合的賽事可獲

得6成獎金，預料高達

1.2億美元，而帕奎奧

則取得8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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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對決吸金吸睛

■梅威瑟(左)與帕奎奧互相對視。 法新社

■■加拿大小天王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Justin Bieber
現身支持梅威瑟現身支持梅威瑟。。 法新社法新社

■■韋斯布魯克欲封阻基韋斯布魯克欲封阻基
斯保羅投籃斯保羅投籃。。 美聯社美聯社

■姚錦成(左)與李卡度許諾如達標即剃光頭。 潘志南 攝

■■梅威瑟在紅地梅威瑟在紅地
氈接受訪問氈接受訪問。。

美聯社美聯社 ■■梅威瑟梅威瑟((左左))與帕奎奧同與帕奎奧同
台宣傳造勢台宣傳造勢。。 美聯社美聯社

■■帕奎奧猶如明星帕奎奧猶如明星
進場進場。。 美聯社美聯社

■■基利湯遜基利湯遜((右右))攻攻
入入2727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雲達加迪要搶回沙巴雲達加迪要搶回沙巴
正車手席位正車手席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永倫展開衛冕之旅永倫展開衛冕之旅。。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麗珊李麗珊((前排左前排左22))加入星級導師團加入星級導師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