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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男籃銀牌打頭陣
2014/15年度香港銀牌籃球賽男子高級組賽事今晚在香港修

頓室內館進行初賽，上屆季軍南華打頭陣，晚上7時頭場出戰
遊協，而安青與福建則在晚上8時40分壓軸登場，門票分40
元、長者及學生優惠票30元兩種。

細威強勢晉級第4圈
女網世界一姐莎蓮娜威廉絲(細

威)周日在印第安韋爾斯賽女單第
3圈賽事，只用上53分鐘，便以
6:2和6:0的盤數輕取哈薩克球手
迪亞絲，強勢闖進第4圈。男單
方面，費達拿與拿度均在次圈順
利過關，躋身第3圈。

■記者蔡明亮

格里芬復出無助拆火箭
因右手肘受葡
萄球菌感染而進
行了手術的快艇
前鋒格里芬，避
戰 15 場常規賽
後，周日終告復
出，上陣40分鐘
取得11分、11個
籃板球、8次助攻
和 5次失誤，未
能助球隊贏波，
主場以 98:100 惜
負火箭。格里芬賽後說：「我不認為自己打得好，我
欠缺比賽節奏，太多失誤。手肘有點酸痛，完場時更
差，但大家已料到。」

高華3分命中紀錄斷纜
鷹隊後衛高華周日在作客湖人的比賽戰至第2節
時，不慎被湖人前鋒艾戴維斯的肩部撞爆鼻，需要即
時退下火線，上陣10分鐘得分「食白果」，最終連續

51場射入3分球的紀錄宣告斷纜。這是高華個人職業
生涯第2長的紀錄，目前這名3分射手保持着連續127
場射入3分球的聯盟史上最長紀錄。

一眉神級數據史上首人
鵜鶘「一眉」前

鋒安東尼戴維斯周
日寫下新史，在對
金塊的比賽中獨取
36 分、 14 個籃板
球、9次封阻和7次
助攻，成為NBA在
1973/74年球季開始
引入封阻紀錄以
來，首名在上述4項
取得這種神級數據
的球員，可是球隊
最後仍在主場以
111:118不敵金塊，
暫位列西岸第9位，
以1場落後第8位的雷
霆。 ■記者蔡明亮

騎士後衛艾榮周日延續勇態，獨
取全場最高的33分，率領球隊作客
以123:108大破魔術，而「大帝」勒
邦占士是役弄傷右膝，或無緣在美
國時間周一重返邁阿密倒戈硬撼熱
火。
艾榮上周四在對馬刺一役轟進職業
生涯新高的57分，周日作客魔術保持
高效率投籃，賽後主帥布拉特說：
「有人問我『你會用甚麼方式讓艾榮
再有神勇表現？』我沒有答案。但在
場上15次起手命中12球，上陣34分
鐘摘得33分，這已是一次很好的『安
歌』。」
占士在第3節尚餘8分13秒時，嘗
試封阻魔術前鋒迪蒙，結果落地時弄

傷右膝，占士賽後說：「對我來說這
是受驚的一刻，我不能移動我的腳，
但我也能負傷完成比賽。明日我會看
看右膝感覺，再決定是否上陣，但我
沒有這樣摔倒過，我不記得了，至少
有一段頗長時間沒有。」占士是役取
得21分和13次助攻，後衛J.R.史密夫
則貢獻25分，協助騎士拿下近7仗的
第6場勝利。

再遇熱火感覺不一樣
騎士在美國時間周一作客熱火，占
士未知能否趕及上陣，但他表示這次
倒戈的感覺，不會再像去年聖誕節首
次面對舊主時一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2015年F1新賽季日前才在澳洲揭幕，平治車隊繼續主
宰F1車壇，包攬分站冠、亞軍，賽後不少車手表現「葡
萄」，狂呻比賽沉悶，其中曾在2010年起錄得4連霸的
紅牛車隊更出言威脅，假若現有條例不作修改，車隊可
能退出F1。
平治車隊去年將紅牛車隊拉下神壇，成為F1的新王

者，而在新賽季首戰，平治雙雄繼續無敵，自然令一眾
車手眼紅，賽後紛紛表示F1賽事「沉悶」，紅牛賽車顧
問馬高更直言如果這情況不受抑制，可能會導致其他車
隊退出，他更指出如紅牛車隊班主Dietrich Mateschitz
對F1失去興趣，紅牛或會退出。

平治嘲「輸不起」
馬高說：「我們將會再次評估形勢，每年查看成本與

收益。如果我們完全感到不滿意，我們可能打算退出F1，是的，
危機就是班主對F1失去激情。」平治車隊對於「退出論」一於少
理，直指紅牛車隊抱怨只是輸不起：「首戰後便哭哭啼啼，這不是
我們過去會做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NBA常規賽周二賽程
(本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客隊
●活塞 對 灰熊
紐約人 對 馬刺
火箭 對 魔術
○鵜鶘 對 公鹿
快艇 對 黃蜂

NBA常規賽周日賽果
雷霆 109:100 公牛
快艇 98:100 火箭
鵜鶘 111:118 金塊
魔術 108:123 騎士
馬刺 123:97 木狼
速龍 97:113 拓荒者
太陽 102:89 紐約人
湖人 86:91 鷹隊
●now678台周三7:30a.m.直播
○now635台周三8: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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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連線

■占士(右)遭魔術後衛披
頓防守。 路透社

■■紅牛車手列卡度在紅牛車手列卡度在
首戰只得第首戰只得第66名名。。

法新社法新社

■左起：陳肇麒、梁興傑及翟廷峰。
潘志南 攝

■安東尼戴維斯(中)拿下籃板
球。 美聯社

■格里芬(右二)與夏頓爭球。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傑志在
上場亞協盃作客印度東賓高被逼和，
痛失2分，今晚8時坐鎮旺角大球場
迎戰F組榜首、馬來西亞球隊柔佛
DT，為確保首名出線，今仗誓要全
取3分。門票分收100元、長者及學
生特惠票40元兩種。(now670台今
日7:55p.m.直播)
聯賽爭奪形勢已漸趨明朗，佔優的

傑志可將注意力集中在亞協盃上。傑
志於F組取得1勝1和，目前位居次
席，今仗面對榜首柔佛DT，3分志在必得，主帥摩連拿認為柔佛是小組最有實力
的對手：「柔佛擁有一對優質的外援，加上有不少馬來西亞國腳在陣，實力相當
強勁。初步了解過對手的踢法，他們行軍速度頗快，兩翼出擊力強，故必須在防
守上做足功夫。」
久傷的中堅列斯奧雖然已告傷癒，可作輕鬆操練，不過今仗仍不會上陣，曾至

孝將繼續夥拍金泰敏鎮守中路，而林嘉緯及黃洋則是中場攻守重心，前線狀態大
勇的徐德帥仍會正選上陣，與巴倫古素及佐迪合力攻堅，隊長盧均宜坦言今場將
是一場硬仗：「馬來西亞球隊向來靈活速度高，我們必須做好防守，避免先失球
陷於劣勢，我相信只要具耐性，以球隊鋒線的把握力，定可攻陷對方大門。」
柔佛DT貴為馬超最受歡迎球隊，實力不容小覷，隊中更有曾征戰英超、西甲

及意甲三大聯賽的阿根廷前鋒費古路亞，傑志今仗要取勝絕不輕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吉隆坡報
道)南華昨日啟程前往馬來西亞，備戰明
日對彭亨的亞協盃第3場G組分組賽。南
華日前在聯賽爆冷負於YFC澳滌，主帥
馬里奧抱怨足總的賽程安排，致令球隊無
奈以半力出擊，形容足總的處理方式如同
在南華的前路上放上一塊大石。
南華大軍抵達吉隆坡後，趁着3小時的
轉機空檔爭取休息。馬里奧日前因腸胃炎
未有在對澳滌一役督師，他表示疑因吃了
未熟透的炸雞導致肚瀉，吃藥後已康復。
對於球隊日前在聯賽負於澳滌一戰，馬里
奧說：「如果我們的賽期不是這麼密，是
可以排出強陣，現在亞協盃我們都難以排
強陣，畢竟周末還有一場大戰(聯賽盃4
強)。足總知否南華是代表香港參加亞洲
區賽事，不明白足總的處理方式，這如同

在球會的前路放上一塊大石頭。」
南華一周內需要踢3場比賽，周日踢足

全場的陳肇麒(陳七)和其他隊友，昨日晨
操後即趕赴機場出發，他透露身體感到疲
憊不堪，但亞協盃和聯賽盃準決賽是2場
重要賽事，認為足總應予以遷就：「足總
要體諒球會可能在申請改期上資料或有不
足，但足總支持香港球隊是應有的責任，
是否可以幫幫手呢？」他指出明日戰罷亞
協盃後，將於周四返港，周六便要大戰飛
馬，7日 3場硬仗對球員來說實在吃不
消。
南華昨日乘坐馬航出發，不少南華球員

聞馬航色變，但陳七笑說：「不能擔心得
太多，要發生始終會發生，要是整定也無
法改變。」 不過門將梁興傑及中場劉卓
軒則有點心慌。

傑出運動員
吳安儀(桌球)
李慧詩(單車)
石偉雄(體操)
黃家汶(智障乒乓)
梁育榮(殘疾硬地滾球)
駱坤海(賽艇)
胡兆康(保齡球)
鄭國輝(滑浪風帆)

星中之星
李慧詩(單車)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梁嘉儒(單車)
蔡俊彥(劍擊)
何詩蓓(游泳)
杜凱琹(乒乓)
馬君正(滑浪風帆)
庄家泓(武術)

最佳運動隊伍
七人欖球男子隊

最佳運動組合
男子桌球隊
硬地滾球BC4雙打隊

最具潛質運動員
梁峻榮(單車)
蔡華傑(智障游泳)
孔嘉德(乒乓)
梁灝雋(滑浪風帆)
沈曉榆(武術)

最具體育精神運動員
陳振興(單車)

■細威只用53分鐘便擊敗
對手。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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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均宜(左)與摩連拿出席賽前記者會。

香港體壇在過去的2014年迎來豐收一年，運動員
在多個世界大賽包括仁川亞運會均有好成績。

有香港體壇「奧斯卡」之稱的傑出運動員選舉，昨
晚對多位體育精英作出表揚，成為香港史上首位在
亞運連奪2金的李慧詩再次成為大贏家，除入選傑出
運動員8人名單外，更連續3年獲選為「星中之
星」，追平大師兄黃金寶的紀錄。

以龜兔賽跑喻成長歷程
李慧詩表示黃金寶的成就不可取代，希望來年能
繼續站上頒獎台：「我無想過自己能夠與黃金寶比
較，他永遠是我的偶像，希望下年仍能站上頒獎台
拿第4次。」李慧詩得獎後以龜兔賽跑的故事作為感
言，她表示自己是一隻幸運的烏龜，能夠在多方保
護及支持下成長：「在2014年我感到自己成長了很
多，在亞運前意外腰部受傷，令我無法以最佳狀態
下出戰，不過我學懂了只要永不放棄，總有辦法克
服困難，龜兔賽跑上，我更喜歡烏龜的角色，我自
己就是一隻幸運的烏龜，雖然起步遲，不過多方支
持成為我的龜殼，保護我衝過終點。」
在台上發言一度哽咽差點落淚，李慧詩表示是因

為念及家人的支持：「教練今年
特准我們放了6天新年假期，是我
11年職業生涯以來首次，在這期間
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今年父親有要
事未能來臨，希望下年再接再厲，
讓他見證我拿獎。」
距離2016里約熱內盧奧運只有1

年多的時間，李慧詩表示對奪取奧
運入場劵充滿信心，現時考慮的
是如何在奧運中再作突破：
「我希望在明年奧運中做到超越自己，挑戰
第2面奧運獎牌，接下來會開始與教練開會作備戰計
劃。」
而在仁川亞運中擊敗奧運金牌得主兼東道主選手

梁鶴善奪得香港史上首個大賽體操金牌的石偉雄，
沒有對未能成為「星中之星」感到可惜，能成為
「八傑」之一已經十分高興：「自己能首次入選傑
出運動員已經十分開心，李慧詩絕對是實至名歸，
感謝家人及教練團隊對我的支持。」
另外，為賽艇隊拿下亞運首枚金牌的駱坤海，昨
晚宣布退役。

與黃金寶齊名與黃金寶齊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2014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昨日圓滿

結束，「牛下女車神」李慧詩擊敗最大競爭對手石偉雄，榮膺

「星中之星」，成為繼師兄黃金寶後，首位實現「星中之星」三

連霸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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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七欖隊獲選最佳
運動隊伍。 郭正謙 攝

■李慧詩膺星中
之星乃實至名
歸。 郭正謙 攝

■6名最具潛質
運動員是香港體
壇明日之星。

郭正謙攝

■■88名傑出運動員濟濟一名傑出運動員濟濟一
堂堂。。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