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四奪印第安韋爾斯賽冠軍的「瑞
士天王」費達拿，周二於第3圈以6:3
及6:4的盤數擊敗意大利球手塞比，一
報今年初在澳網第3圈被淘汰之仇；而
西班牙球手拿度亦避過再次提早「執
包袱」的尷尬局面，以6:4及6:2的盤
數力克美國球手楊格，雙雙晉級16
強。
對「費天王」而言，塞比可謂其攔

路虎，因為該名世界排名第2位的球手
今季唯一敗仗便是拜塞比所賜，粉碎
費達拿連續12年至少都殺入澳網4強
的紀錄。結果「費天王」今仗只用上
82分鐘，便一報澳網落敗之仇，賽後
他說：「能再對上他真的很好，現可
從記憶中擦掉(不快)。」費達拿在16強
將遇上反勝西班牙代表阿古特的美國
球手索克。
至於去年在第3圈出局的3屆冠軍拿
度，如今成功越過這一關，下輪會與

法國好手西蒙爭入8
強。拿度是役只開出
1個「Ace球」，並
有3次發球雙錯誤，
不過拿度依然令楊格
沒有還手之力，他希
望可在下輪改善發球。

舒娃遭逆轉出局
女單方面，俄羅斯美女舒拉寶娃(舒

娃)遭力求衛冕的意大利球手彭妮達以
3:6、6:3及6:2反勝，爆出驚人冷門，
賽後彭妮達非常激動，時尖叫時哭，
難以置信的擊敗了舒娃。彭妮達說：
「一名女子有時會有這些時刻。有時
只需釋放一切，在場上並不容易辦
到。」世界一姐莎蓮娜威廉絲則要打
足3盤才以6:7、6:2及6:2戰勝同胞史
提芬絲躋身8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費達拿費達拿復仇成功復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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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馬刺目前在西岸雖只位列第刺目前在西岸雖只位列第77位位，，但賽前但賽前
仍錄得仍錄得4141場場2424負負，，今季戰績遠勝正在今季戰績遠勝正在

重建重建、、僅得僅得1313場勝仗的紐約人場勝仗的紐約人，，取勝料沒有取勝料沒有
難度難度，，可是這支衛冕之師表現走樣可是這支衛冕之師表現走樣，，全場投全場投
射命中率不足射命中率不足44成成，，東尼柏加及鄧肯分別攻入東尼柏加及鄧肯分別攻入
2121分和分和1717分分，，阿根廷後衛贊奴比利因右足踝阿根廷後衛贊奴比利因右足踝
傷缺陣傷缺陣，，最終敗走麥迪遜廣場花園最終敗走麥迪遜廣場花園。。

斥球員沒尊重比賽斥球員沒尊重比賽
普波域治除了對賽果感到不滿意普波域治除了對賽果感到不滿意，，最令這最令這

名帥氣結的是球員對待比賽的態度名帥氣結的是球員對待比賽的態度，，賽後他賽後他
憤怒地說憤怒地說：「：「我們沒有尊重比賽我們沒有尊重比賽，，沒有尊重沒有尊重
對手對手。。今場球隊表現乏味今場球隊表現乏味，，我希望每名球員我希望每名球員
均感到羞愧均感到羞愧，，不單只因我們是理應可勝出比不單只因我們是理應可勝出比
賽賽，，而是球隊比賽的態度有問題而是球隊比賽的態度有問題。」。」
翻查歷史數據翻查歷史數據，，紐約人成為首支在紐約人成為首支在6060場比場比

賽後得勝率不足賽後得勝率不足22成成、、但能夠擊敗衛冕總冠軍但能夠擊敗衛冕總冠軍

的球隊的球隊。。普帥怒斥己隊後即大讚紐約人說普帥怒斥己隊後即大讚紐約人說：：
「「他們打得真的很好他們打得真的很好，，我要向他我要向他((紐約人主帥紐約人主帥
費沙費沙))致敬致敬，，他渡過困難的一年他渡過困難的一年，，看到費沙整看到費沙整
年來的表現年來的表現，，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與教他與教
練團值得被讚許練團值得被讚許，，球員今晚表現妙極球員今晚表現妙極。」。」
紐約人一對後衛是役成為致勝功臣紐約人一對後衛是役成為致勝功臣，，新秀新秀

加路維攻入職業生涯新高的加路維攻入職業生涯新高的2222分分，，舒維則貢舒維則貢
獻獻2121分分，，其中在加時賽拿下球隊的一半得分其中在加時賽拿下球隊的一半得分
44分分，，而紐約人在加時防守出色而紐約人在加時防守出色，，限制馬刺限制馬刺99
次起手只投進次起手只投進11球球，，並犯下並犯下33次失誤次失誤，，最終紐最終紐
約人拿下今季僅第約人拿下今季僅第1414場勝仗場勝仗。。

費沙費沙：：球隊正成長球隊正成長
費沙賽後指出球隊正在進步費沙賽後指出球隊正在進步：「：「我認為這我認為這

標誌着我們正在成長標誌着我們正在成長，，在正確方向上前進在正確方向上前進。。
數月前數月前、、數周前我不知道球隊能否這樣做數周前我不知道球隊能否這樣做
到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蔡明亮

前公牛冠軍成員病逝
曾在1996

年隨公牛贏
得總冠軍的
夏利，周二
因心臟病不
幸離世，終
年51歲。夏
利 在 NBA
征戰9個球季，曾効力公牛、網隊、湖
人和馬刺，1995/96年球季在公牛出任
後備中鋒。昔日隊友柏賓和洛文聞得其
死訊後，分別在twitter留言和上載合照
悼念。

湯遜足踝傷缺陣1周
勇士後衛基利湯遜因右足踝傷，需要

養傷1周至10天。基利湯遜在擊敗湖人
的比賽中，戰至第3節時扭傷足踝，其
後返回更衣室綁緊傷處，繼續負傷上
陣，但賽後經過檢查，發現足踝開始腫
脹，為免傷情惡化，基利湯遜需要缺陣
最多10日養傷。

伊巴卡避戰最多6周
雷霆前鋒伊巴卡因接受關節鏡手術，

將要避戰4至6周。目前雷霆與鵜鶘的
戰績同為37勝30負，兩隊正爭奪西岸
第8位，為季後賽席位力拚，伊巴卡的
缺陣無疑對雷霆造成一大打擊。如雷霆
能夠順利躋身季後賽，伊巴卡有望趕及
在首圈復出。 ■記者蔡明亮

NBA速報

活塞後衛雷傑積遜周二突然神活塞後衛雷傑積遜周二突然神
勇勇，，獨取獨取2323分和個人職業生涯新分和個人職業生涯新
高的高的2020次助攻次助攻，，率領球隊主場以率領球隊主場以
105105::9595意外生擒灰熊意外生擒灰熊，，終止終止1010連連
敗敗，，活塞主帥史坦雲根迪賽後坦活塞主帥史坦雲根迪賽後坦
承不知道雷傑積遜為何大發神承不知道雷傑積遜為何大發神
威威。。
活塞在半場結束時以活塞在半場結束時以3939::5454落落

後給灰熊後給灰熊，，不過雷傑積遜在下半不過雷傑積遜在下半
場主宰球賽場主宰球賽，，個人貢獻個人貢獻1111分和分和1313
次助攻次助攻，，為球隊扭轉乾坤為球隊扭轉乾坤，，賽後賽後
他說他說：「：「我們在下半場強攻籃我們在下半場強攻籃
底底，，防守更加賣力防守更加賣力。。當我們開始當我們開始
限制他們得一次投射機會限制他們得一次投射機會，，我們我們
便能策動反擊便能策動反擊，，這改變了整場球這改變了整場球
賽賽。」。」

突然神勇突然神勇 主帥百思不解主帥百思不解
對於雷傑積遜突然取得驕人數對於雷傑積遜突然取得驕人數

據據，，史坦雲根迪直言百思不得其史坦雲根迪直言百思不得其
解解：「：「今晚我也不知道有甚麼不今晚我也不知道有甚麼不
同同，，我所知道的是該組織時他找我所知道的是該組織時他找
到在空位的隊友到在空位的隊友，，該得分時他把該得分時他把
球扔進籃框球扔進籃框，，這是一場異常驚人這是一場異常驚人
的比賽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蔡明亮

為了應付5月2日跟美國「不敗拳王」梅威瑟的世
紀之戰，菲律賓拳王帕奎奧周二已進行首日對練，於
其集訓地點外卡訓練館與2名陪練人員進行5輪激烈
對練，帕奎奧與教練羅奇都對訓練成果大感滿意。

狀態佳不像久疏戰陣
經歷了約2周的恢復訓練後，力求擊敗梅威瑟於拳

壇登頂的帕奎奧，已迫不及待想向對手揮拳。這名挑
戰者說：「13日的力量和體能訓練以及2月在菲律賓
的一星期訓練過後，現能帶上牙套和拳套站上擂台，
感覺真是妙絕。」他並對2名陪練讚賞有加：「(他們)
讓我對自己的感覺更好，很滿意目前的精力與速度，
我想現已足夠擊敗梅威瑟！」羅奇則指帕奎奧的身體
狀況極佳：「今日他很活躍，其火熱狀態令人難以想
像他已有3個多月沒比賽了。」
對於周二正值「愛爾蘭國慶」聖帕特里克節，羅奇

更打趣道：「當他揮出第一拳時，讓我感到這就像是
愛爾蘭人春季訓練的首天。5月2日必將是如同聖帕特
里克節一樣的盛大節日，因那天帕奎奧將擊敗梅威
瑟。」 ■記者 鄺御龍

在F1新賽季展開前將沙巴F1車隊告上
法庭的荷蘭車手雲達加迪，昨日表示對方
願意作出「可觀賠償」，雙方的合約紛爭
終於告一段落。
雲達加迪昨日在其Facebook上表示，沙

巴車隊作出賠償，意味着他的權利最終獲
得認定，以及彰顯了一些公義，但對於出
戰F1的夢想終結，仍感到傷感和失望。

雲達加迪去年出任沙巴試車手，其後與
車隊簽約，原定今年成為正車手，可惜沙
巴最後讓帶來巨額贊助的艾歷臣和拿沙成
為新賽季正車手，結果雲達加迪上周在澳
洲與沙巴車隊對簿公堂。經過連日角力，
雲達加迪最終與沙巴車隊和解，後者願意
支付一筆可觀賠償，解決這場合約紛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陳七建功 南華亞協「亨」通

NBANBA衛冕總冠軍馬刺周二遭遇滑鐵盧衛冕總冠軍馬刺周二遭遇滑鐵盧，，作作

客與聯盟客與聯盟「「包尾大幡包尾大幡」」紐約人鬥至加時紐約人鬥至加時，，最最

終爆冷以終爆冷以100100::104104落敗落敗，，賽後馬刺主帥普波賽後馬刺主帥普波

域治大發雷霆域治大發雷霆，，炮轟球員輕敵炮轟球員輕敵，，表現乏善可表現乏善可

陳陳，，丟臉人前丟臉人前。。

馬刺爆大冷不敵紐約人馬刺爆大冷不敵紐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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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賠償解決合約紛爭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紐約人 對 木狼
火箭 對 金塊
●太陽 對 鵜鶘
湖人 對 爵士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活塞 105:95 灰熊
紐約人 104:100 馬刺
火箭 107:94 魔術
鵜鶘 85:84 公鹿
快艇 99:92 黃蜂
●now635台及678台周五10: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早前宣布退
役的前香港單
車隊代表黃蘊
瑤，昨日出席
宣傳活動，試
玩「虛擬實境
體驗機」，親
身體驗國際級
花式電單車的
刺激。

體
驗
刺
激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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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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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利夏利((右右))曾在曾在19911991
年効力湖人年効力湖人。。 美聯社美聯社

■■普波域治大動普波域治大動
肝火肝火。。 美聯社美聯社

■■加路維加路維((左左))與舒維成為紐與舒維成為紐
約人致勝功臣約人致勝功臣。。 路透社路透社

■■鄧肯鄧肯((左左))遭紐約人前鋒遭紐約人前鋒
阿密臣擋住去路阿密臣擋住去路。。 路透社路透社

■■雷傑積遜雷傑積遜((左左))交出交出
2020次助攻次助攻。。 美聯社美聯社

■■費達拿拍走塞費達拿拍走塞
比晉級比晉級。。 路透社路透社

■■舒娃向球迷道別舒娃向球迷道別。。法新社法新社 ■■帕奎奧積極備帕奎奧積極備
戰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雲達加迪獲得可觀雲達加迪獲得可觀
賠償賠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肇麒陳肇麒((右前右前))妙射首開妙射首開
紀錄紀錄。。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關丹報道）南華昨晚
在馬來西亞出戰亞協盃G組賽事，憑藉陳肇麒在上半
場一箭定江山，最終以1:0小勝彭亨，小組取得3連
勝，穩居榜首。另一場G組賽事，亞達納邦主場以2:
0輕取菲律賓環球，位列第3位。
南華昨日派出艾華、麥比連和陳肇麒(陳七)聯成
「進攻鐵三角」組合，中場分別有梁振邦、陳肇鈞及
羅港威，防線則由積施利、陳偉豪、保贊及翟廷峰鎮
守。
開賽15分鐘，陳七接應陳肇鈞的傳球，在禁區邊

妙射網角，為南華首開紀錄。艾華在上半場初段屢次
利用速度在右路突破，對彭亨構成極大威脅，可惜這
名快翼其後被主隊球員撞傷，無奈要在23分鐘退下
火線，由鄭禮騫入替。彭亨在上半場曾有2次黃金球
會取得入球，可惜先後被摩拉救出和門前射球出界，

半場落後0:1。易邊後，彭亨控制大局，壓着南華半
場來踢，但始終無功而還，結果南華在小組錄得3連
捷。

為聯賽盃試陣練兵
南華主教練馬里奧稱，這場亞協盃旨在試陣練兵，

目的是備戰周末對太陽飛馬的聯賽盃準決賽，他透露
今仗或會與對飛馬一役有個別位置調動，始終南華沒
有太多兵源分別出戰2個大賽。他進一步說：「在亞
協盃的戰線上，南華還有4月的2場主場和5月1場作
客的賽事，爭取出線有一定信心和把握。」
對於香港足總的賽程安排失當，馬里奧繼續喋喋不

休，並把「怨氣」吹至歐洲，這位曾在意甲國際米蘭
任助教的教頭，已向《米蘭體育報》的記者朋友大吐
苦水。 ■■彭亨門將(右)快一步將皮球沒收。 潘志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