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壇連線

港女足負烏茲別克傷兩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女子代表隊(港
女足)前晚於巴西里約奧運女子足球亞洲外圍賽中，
次場奮戰下以0：1不敵烏茲別克，港隊更有兩主力
劉夢瓊、賀允同受重傷。賀允同今仗被對手撞至頭
鼻血流如注，她被送院後證實未有骨裂，但要留院
觀察；至於劉夢瓊則因膝傷嚴重，回港或須接受手
術。

皮斯托瑞斯阻重審被駁回
新華社比勒陀利亞13日電 在13日的法院審理
中，殘奧會明星皮斯托瑞斯的法律團隊企圖阻止其
槍殺女友案件重新在最高法院審理的申訴被駁回。
2014年11月4日，政府檢察官向法庭提交了上訴文
件，文件對皮斯托瑞斯殺死女友案的定罪和判刑均
提出了上訴。之後，法庭批准了此項上訴。

兩拳王同意接受賽外藥檢
新華社華盛

頓 13 日 電
帕奎奧與梅威
瑟兩位拳王的
次中量級「世
紀大戰」箭在
弦上。美國反
興奮劑機構
(USADA)13日宣佈，兩人已同意在比賽日期5月2
日前接受奧運會級別的賽外藥檢。USADA表示，
兩位拳王將隨時接受尿樣以及血樣檢查，還會向
USADA提供一份詳細的行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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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早前大敗於傑志腳下跌至第二位，幸好上
仗聯賽面對死守防線的和富大埔仍能以一球

險勝，保住挑戰冠軍的機會。東方主帥高尼路賽前
承認目前爭冠主動權在傑志手上：「的確我們要寄
望傑志失分才有機會，不過我們目前應該要做的是
專注於眼前的每一場比賽，做好本分確保3分到
手。」
東方今仗可以最強陣容迎戰，麥阿里士打、基奧
雲尼以及美路史拿域等鋒將均準備就緒，門將葉鴻
輝認為太陽飛馬的外援甚具級數，不能掉以輕心。
東方的爭冠之路較傑志更為崎嶇，餘下的五場聯賽
除今仗的太陽飛馬外，收官戰更要硬撼近況回勇的
南華，不過傑志需同時兼顧本地賽及亞協盃，仍有
一定可乘之機。
而太陽飛馬上仗敗於傑志腳下後爭標機會已漸趨

渺茫，主帥陳志康表示球隊上場表現並不遜色，只
是把握力未如理想而失分，今仗對東方不會因爭標
機會渺茫而鬆懈：「我們需要一場漂亮勝仗去打起
信心及士氣，除聯賽我們還有聯賽盃四強賽，此外
我們亦會爭取躋身附加賽競逐亞協盃資格。」

澳滌迎南華望展「黑馬本色」
至於今日假深水埗運動場亦上演另一場賽事，由

YFC澳滌主場迎戰南華，賽事將於下午2時
30分鳴笛。澳滌今季在聯賽首循環及聯賽盃
中兩戰南華，分別以0：2及1：3落敗，教
練李志堅坦言對手最近表現突出，己隊不易
言勝，然而仍會全力踢好今場賽事，希望
能一展其「黑馬本色」。
南華在上仗聯賽中以4：0擊敗黃大
仙，目前以十二戰得23分攀升至第三
位，保持爭標希望。新援艾華和麥比連
在經過數場比賽後，開始與隊友建立默
契，夥拍陳肇麒及羅港威在前線衝鋒
陷陣。教練馬里奧賽前預料對手將會
加強防守力量，認為今仗不易應付，
加上對方的反擊相當迅速，己方防守
必須要嚴加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潘志南潘志南））港港
超昨日上演獨腳戲超昨日上演獨腳戲，，主場的天行元主場的天行元
朗憑元洋的入球朗憑元洋的入球，，以以11：：11逼和黃大逼和黃大
仙仙，，令這場令這場「「地區打吡地區打吡」」雙方握手雙方握手
言和各得一分言和各得一分。。

主場的元朗上半場控制形勢主場的元朗上半場控制形勢，，惟惟
攻門只是隔靴搔癢攻門只是隔靴搔癢；；下半埸元朗由下半埸元朗由
元洋入替袁立翔元洋入替袁立翔，，力圖改變戰局取力圖改變戰局取
分分。。可是黃大仙在可是黃大仙在6565分鐘藉李鍵個分鐘藉李鍵個
人速度扭過後衛及門將送球入空門人速度扭過後衛及門將送球入空門
以以11：：00領先領先。。55分鐘後分鐘後，，主場之利主場之利
的元朗靠蘇沙左路個人扭入禁區的元朗靠蘇沙左路個人扭入禁區，，
回傳中路禁區邊元洋冷靜射入追成回傳中路禁區邊元洋冷靜射入追成
11：：11。。最終雙方以最終雙方以11：：11和波收場和波收場。。
兩隊同時要搶分護級兩隊同時要搶分護級，，黃大仙此黃大仙此

役和波後積分只增至役和波後積分只增至77分分，，與與「「包包
尾尾」」的大埔只差的大埔只差44分分，，賽後教練潘賽後教練潘
文俊認為大埔仍有機會拿到積分威文俊認為大埔仍有機會拿到積分威
脅黃大仙脅黃大仙，，44月月1212日和大埔正面交日和大埔正面交
鋒一戰將對雙方搶分護級極之重鋒一戰將對雙方搶分護級極之重
要要。。不過在大戰大埔之前不過在大戰大埔之前，，黃大仙黃大仙
須在須在1515天內踢四場硬仗天內踢四場硬仗，，對球隊影對球隊影
響極大響極大。。
至於元朗教練陳浩然對拿不到至於元朗教練陳浩然對拿不到33

分感可惜分感可惜，，而現有而現有1111分在手確對留分在手確對留
級有把握級有把握，，現在球隊目標是希望今現在球隊目標是希望今
季能贏出一場標誌性賽事季能贏出一場標誌性賽事，，如足總如足總
盃打入四強盃打入四強，，又或是成功拿下一隊又或是成功拿下一隊
「「BigBig 44」」勁旅勁旅。。

新華社華盛頓13日電 韋斯布魯克
13日拿下近八場比賽中的第六個三
雙，幫助俄克拉荷馬雷霆以113：99
大勝明尼蘇達木狼。
今仗頑強的木狼一直將比賽懸念留
到了最後一節中段，然而此時他們已
經阻擋不住「韋少」的爆發，他先用
一記三分球幫助球隊以95：82領先。
比賽還剩3分31秒時，他又拿4分成
功，雷霆已將比分拉開至106：90，
最終以113：99贏波。
「韋少」今仗奪28分、10

個籃板和12次助攻，其中在
最關鍵的第四節個人獨取15
分。他下場休息時距比賽結束
還剩2分13秒，當時「韋
少」的數據距離三雙還差
一個籃板，不過統計員最
終進行了更改，認為「韋
少」此前在隊友投三分球
不中後的補籃動作算作一
個進攻籃板，他這才完成
又一次三雙壯舉。
賽後當有記者問「韋少」

是否有刻意刷籃板的嫌疑
時，他黑着臉說：「沒
有。」不過在三雙的同時，
「韋少」還有尷尬的8次失
誤。「傳球的時候出現失誤
讓人感到沮喪，但我們贏下
了比賽，下次我會注意這點
的，」他說。

港超聯賽榜港超聯賽榜((截至截至20152015--0303--1414))
排名 球隊 賽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傑志 11 8 2 1 25 12 13 26
2 東方 11 8 1 2 24 11 13 25
3 南華 12 6 5 1 27 15 12 23
4 太陽飛馬 12 7 1 4 25 15 10 22
5 YFC澳滌 10 5 1 4 15 15 0 16
6 天行元朗 13 3 2 8 17 28 -11 11
7 標準流浪 10 3 1 6 14 19 -5 10
8 黃大仙 11 1 4 6 11 22 -11 7
9 和富大埔 12 0 3 9 10 31 -21 3

NBANBA常規賽周日賽程常規賽周日賽程
((本港時間周一開賽本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雷霆 對 公牛
快艇 對 火箭
鵜鶘 對 金塊
○魔術 對 騎士
馬刺 對 木狼
速龍 對 拓荒者
太陽 對 紐約人
湖人 對 鷹隊

NBANBA常規賽周五賽果常規賽周五賽果
拓荒者 118:99 活塞
太陽 87:96 鷹隊
金塊 114:103 勇士
小牛 129:99 快艇
雷霆 113:99 木狼
速龍 102:92 熱火
塞爾特人 95:88 魔術
76人 114:107 帝王
黃蜂 101:91 公牛
●●nownow635635台周一台周一11::0000a.m.a.m.直播直播
○○nownow678678台周一台周一66::0000a.m.a.m.直播直播
註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韋少三雙 雷霆擒狼

元
朗
賽
和
黃
大
仙

元
朗
賽
和
黃
大
仙

地
區
打
吡

地
區
打
吡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今季港超爭奪進入最今季港超爭奪進入最

後直路後直路，，冠軍誰屬演變成東方冠軍誰屬演變成東方、、傑志雙頭馬車的局傑志雙頭馬車的局

面面。。形勢處於被動的東方今晚形勢處於被動的東方今晚88時將於將軍澳運動場強攻太陽飛馬時將於將軍澳運動場強攻太陽飛馬，，望拿贏波望拿贏波33分保爭標分保爭標

機會機會。。門票一律收門票一律收8080元正元正、、長者及學生特惠票長者及學生特惠票3030元正元正。。((亞視國際台今晚亞視國際台今晚77時時5555分直播分直播))

保爭標機會
保爭標機會贏波贏波33分不能失分不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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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的努力奮鬥，香港運動員不但在
亞洲，而且在近年已可登上國際體育舞台，
表現不失禮。每年年終，香港奧委會都隆重地

舉行傑出運動員頒獎典禮，肯定和表揚取得成績的
運動員；未能當選的運動員，他們的努力付出和永
不言敗的拚搏精神，同樣是獲得肯定和讓人敬佩
的。但是體育競賽只能有少數運動員獲獎，這是現
實，投身到運動員行列的他們也必抱有這種無畏的
精神去接受事實。
每年除了香港奧委會主辦的「香港傑出運動員選

舉」是最大規模的評選活動外，亦有由香港體育記
者透過本身的專業眼光，評選出每年的最佳男女運
動員的活動，自2009年起至今已進入了第六年，
過去5屆當選的最佳男運動員包括：黃金寳(單車，
3屆)、郭灝霆(單車)和曹星如(拳擊)；而女運動員包
括：李慧詩(單車，2屆)、黃蘊瑤(單車)、區詠芝(壁
球)和趙詠賢(壁球)。
今年的評選結果將於3月 17日揭曉，讓人期

待。每年的候選運動員名單都由體育記者提出，經
研究後再確定下來，今年獲得提名的男運動員包括
石偉雄(體操)、駱坤海(賽艇)、鄭國輝(滑浪風帆)、
曹星如(拳擊)、胡兆康(保齡球)、林衍聰(劍擊)、張
敬樂(單車)、徐志豪(田徑)和梁育榮(傷殘人士硬地滾
球)；而女運動員包括李慧詩(單車)、陳晞文(滑浪風
帆)、耿曉靈(武術)、歐詠芝(壁球)、何詩蓓(游泳)、
陳芷澄(高爾夫球)、吳安儀(桌球)和姚潔貞(田徑)。

由於去年是亞運年，所以候選名單較以往幾屆為多。以
上運動員在 2014年所取得的成績都獲高度肯定，要評選出
「最佳」實在很不容易，但我們相信體育記者的專業眼
光，因為他們與運動員的接觸是最貼近的，運動員如何刻
苦訓練，體記們最清楚和最了解，這已經超出了採訪者和
被採訪者的關係了，因此由體育記者親自評選出來的「最
佳」，我們很有信心地說是最具代表性和說服力的。
不管誰當選，作為與香港運動員們共同努力去提高香港
體育界地位的體育記者們，對運動員們的努力奮鬥和付出
均銘記於心，羊年伊始，體記們向香港運動員們致謝、致
敬。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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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美頓排頭位咸美頓排頭位墨爾本站墨爾本站
2015年F1揭幕戰墨爾本站今日開賽，至

於在昨日舉行的排位賽中，平治車隊包辦了
排位賽的頭兩名，其中衛冕世界冠軍的「黑
帝」咸美頓造出1分26秒327的最快圈速，
壓倒隊友羅斯保取得職業生涯第39次頭位出

賽資格，他亦成為歷來首個四度在澳洲站排
頭位出賽的車手。獲排位賽第3名的是威廉
士車手馬沙，兩名法拉利車手維特爾及拉高
倫則獲第4及第5名。(now670台今午12時
30分直播正賽)
咸美頓於排位賽後謂：「比賽有個好的開

始。去年收官站之後好像沒過太久，感覺好
像我們很快就來到這裡了，並且延續強勢表
現。今站我們車隊的平衡很好，能夠在那些
計時圈推進。當你能夠在排位賽的這種飛

馳圈圈速推進時，是非常有
趣的事。」

雲達加迪決定不出戰
另外，經過與沙巴車隊
徹夜協商後，荷蘭車手雲
達加迪昨日決定暫時收回
對沙巴車隊採取的法律行

動，而且他將不出戰揭幕戰比賽，但這個協
議只是暫時的決定，雙方沒有公開具體細
節。雲達加迪表示：「身為一名賽車手，下
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但我也希望尊重國際汽
聯、沙巴車隊等等的權利。」沙巴車隊與雲
達加迪尚未解決正車手歸屬問題，澳洲維多
利亞高院早前頒令沙巴車隊要履行合約，
委任雲達加迪為新賽季正車手，然而沙
巴車隊不服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女網世界一姐莎蓮娜威廉
絲(細威)終於可將14年的怨
恨放下，不再杯葛印第安韋
爾斯賽，昨日她在首輪比賽
中，就以2：0擊敗羅馬尼
亞球手庫勒斯古，以勝利賀
回歸。 ■美聯社

勝利回歸

東方東方

■■雲達加迪放棄出雲達加迪放棄出
戰揭幕戰戰揭幕戰。。 法新社法新社

■咸美頓奪揭幕戰頭位。美聯社

■■太陽飛馬前鋒拉太陽飛馬前鋒拉
斯錫斯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南華快翼羅港威南華快翼羅港威((上上))。。新華社新華社

■■東方射手基奧東方射手基奧
雲尼雲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元洋元洋((右右))射入射入
為元朗追和一為元朗追和一
球球。。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韋斯布魯克飛韋斯布魯克飛
身入樽身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帕奎奧帕奎奧((右右))與梅威瑟與梅威瑟
將交手將交手。。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