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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華盛頓 24
日電 火箭的夏頓24
日拿下NBA季後賽
個 人 得 分 新 高 42
分 ， 率 領 球 隊 以
130：128擊敗小牛，
並以 3：0的總比分
拿到晉級西岸準決賽
的賽點。
夏頓在本場較量中得到42分、5個籃板和9次助攻。客場連失兩
場的小牛，本場回到主場作戰，他們與火箭大打對攻戰，並且在
半場結束時以72：65領先7分。不過第三節夏頓火力全開，單節
轟下16分。在他的帶領之下，火箭以101：99反超進入第四節。
夏頓與魯域斯基成為各自球隊的救星，兩人在關鍵球上毫不手
軟，比賽也因此一直未能分出勝負。在比賽還有12.7秒時，夏頓
跳投命中，幫助火箭領先3分。隨後小牛的艾利斯得到2分，並且
成功使用犯規戰術，讓火箭的哥尼比華兩罰一中，在還剩6.8秒時
小牛只落後2分。可惜艾利斯在火箭的嚴密防守下，在罰球線附近
的跳投未能命中，錯失了最後扳平的機會，小牛最終敗北。

馬刺炒「艇」巫師「叫糊」
當日快艇與馬刺也進行了第三場比拚，雙方在前兩場較量中平
分秋色。來到馬刺的主場，快艇的幾名主力紛紛啞火。格里芬得
到14分，迪安祖佐敦得到10分，基斯保羅只有7分入賬。在這
樣的狀態下，全場命中率只有34.1%，最終只得到73分，創造了
球隊歷史上季後賽得分的最低紀錄。
整場比賽馬刺一直佔據主動，雖然鄧肯只得到4分及7個籃
板，但是李安納卻拿下了本人季後賽生涯最高的32分，同時還
有4個籃板和3次搶斷。在他的幫助下，馬刺兵不血刃地拿下了
第三場較量，將總比分扳成2：1。
在24日進行的另外一場比賽中，巫師主場以106：99擊敗多倫

多速龍，以總比分3：0領先對手，離東岸準決賽只有一步之遙。

儘管收到死亡恐嚇，
但羅馬尼亞女網好手夏
莉普無所畏懼，昨日仍
在球場上打出好球，以
連續2盤6：4擊敗意大
利艾蘭妮，晉級斯圖加
特女網賽4強。
現年 23歲、下周世
界排名將升到第2名的
夏莉普，昨日在網上收
到死亡威脅，據稱是由一名丹麥球迷所發出。大會已經證實他們有增加
夏莉普周邊的保全措施，不過夏納普本人僅表示：「我不能對此發表意
見，我是來這裡打網球的，其他的人會處理這些事。」夏莉普將在4強賽
中對丹麥女將禾絲妮雅琪。

拉雲絲嘉與「女金剛」分手
另外，波蘭女網球手拉雲絲嘉昨天在網上發表聲明，表示將和「女金

剛」娜華蒂露娃結束合作關係。拉雲絲嘉本希望「女金剛」能夠幫助自
己獲得一個大滿貫冠軍，但是本賽季波蘭姑娘的表現並不好，最終決定
與「女金剛」說分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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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由大型體育活動
事務委員會建立的M品牌
制度成立10周年，委員會

舉行了「全年(2014)最出色M品
牌活動評選」，共有12個M品
牌大型體育活動提名競選。M
品牌是筆者在2003年至2005年
出任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委員時，與委員會各同事建立
起來的，經過10年的努力和宣
傳，M品牌已成為成功的大型
體育活動的標誌。
去年筆者獲邀加入評選委員

會參加評選工作，評委會成員
經過多次會議後制定了評分標
準，並要在活動舉行期間親臨
現場感受氣氛，觀察現場觀眾
的反應，並聽取體育總會對組
織整個活動的闡述介紹，委員
們可即場向總會提問，因長期
從事體育傳媒的工作，筆者對
每年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是較
為熟悉的，這對評選工作有
利，筆者先把獲提名的12個M
品牌活動分成3級，被筆者劃入
第一級的分別是香港馬拉松、
世界女排大獎賽和國際七人欖
球賽。
各評委按制定下來的標準評

分後，世界女排大獎賽以些微
的總分數勝出，筆者對女排大
獎賽的評語是：「女排大獎賽
是本港舉辦的重要國際體育賽

事，香港排球總會在有限的資源和場地
下把賽事辦得成功，無論在賽事組織、
接待外隊、傳媒報道的覆蓋率、在學校
和社區的推廣、現場氣氛等各方面都做
得扎實、細緻，不花巧，『體育回歸體
育』，雖平實但效果良好，獲國際排球
界的高度評價。」
筆者最認同的是女排大獎賽「體育回

歸體育」的元素，在現今商業贊助可以
左右體育運動的年代，「體育回歸體
育」反而更覺難能可貴。除了女排大獎
賽獲評「全年最出色M品牌活動大獎」
外，香港馬拉松則獲「最佳贊助伙
伴」、「最佳社區活動」和「最佳娛樂
環節」3個大獎，國際七人欖球賽獲「最
佳市場推廣獎」，「最佳進步獎」則由
維港泳所得。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體壇縱橫

新華社里約熱內盧
24日電 國際帆船
聯合會 24日表示，
如果里約再不抓緊治
理奧運帆船海域污染
問題，明年的奧運會
帆船比賽只能在其他
沒有污染的海域進
行。
國際帆船聯合會競

賽部主管福克斯稱，
該組織對里約在清理
奧運帆船海域垃圾的緩慢進展感到失望，「為了保證比賽的公平，我
們只能讓奧運帆船比賽離開被污染的海域。」他說，原本只有兩個帆
船項目在未被污染的大西洋海域進行，目前正在計劃在該海域再增加
一個帆船項目，而另外三項原本在污染海域進行的比賽，則有可能也
移到未被污染的海域進行。
作為里約奧運會帆船比賽地，瓜納巴拉灣的水污染問題備受關注。

在該海域可以看到被污水沖刷到岸邊的床墊、鞋子和其他生活垃圾，
而在污染嚴重的海域，成堆的垃圾在海水低潮時竟會形成「小島」。
附近的工廠、市區，特別是貧民窟不斷將污水污物排入該海域，導致
這裡的水污染問題難以治理。

夏頓發威
火箭三勝小牛「聽牌」

NBA季後賽周日賽程
(本港時間周一開賽)
東岸(首圈)
(7)塞爾特人 對 (2)騎士
騎士領先總場數3:0
○(5)巫師 對 (4)速龍
巫師領先總場數3:0
西岸(首圈)
(6)馬刺 對 (3)快艇
馬刺領先總場數2:1
●(7)小牛 對 (2)火箭
火箭領先總場數3:0

NBA季後賽周五賽果
東岸(首圈)
(5)巫師 109:66 (4)速龍
巫師領先總場數3:0
西岸(首圈)
(6)馬刺 100:73 (3)快艇
馬刺領先總場數2:1
(7)小牛 128:130 (2)火箭
火箭領先總場數3:0
○now678台周一6:30a.m.直播
●now635台周日9: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 )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前者主場

■李安納(中)與對手爭搶籃板。 美聯社

夏莉普
無視死亡恐嚇過關

里約奧運帆船賽
或因海水污染而易地

為留力下周亞協盃，傑志今仗收起多名主力，不
過仍有林嘉緯與近況大勇的保連奴壓陣，而澳

滌則繼續以費蘭度及福田健二領導一眾小將力抗強
敵，傑志雖然佔有較多控球時間但埋門威脅有限，
只有林柱機的遠射擦楣而過造成險象，相反澳滌專
心打反擊下攻勢更加直接，費蘭度的突破多次在傑
志門前製造混亂，梁冠聰的重炮罰球亦被傑志門將
郭劍橋飛身撲出。
換邊後賽事繼續陷於膠着狀態，傑志雖然相繼換

入巴倫古素及佐迪，但仍無法撕破澳滌的防線，而
澳滌則有迪亞斯的頭槌中楣彈出，進入加時後傑志
有林柱機及金泰敏先後被逐，但澳滌未能把握打多
兩人的優勢成功入球，結果雙方激戰120分鐘互無
紀錄，需要以12碼分勝負。
頭五輪雙方分別有艾里奧及梁冠聰射失，進入突

然死亡後邱于銘勇救丹尼的射門，可惜射手福田健
二同告射失令澳滌未能勝出，最後郭劍橋再撲出夏
迪巴利的12碼助傑志以總比數5：4驚險晉級，今季

第三度殺入盃賽決賽。

無法怪責任何球員
賽後一臉失落的李志堅表示球員已

經踢出部署，不過12碼就是這麼殘
酷：「這場比賽無法怪責任何球員，
要踏上12碼點已經需要無比的勇氣，
球隊成立以來我們一直夢想可以殺入
盃賽決賽，挑戰球會史上首個錦標，
今次可算是夢想破滅，不過球隊
還年輕，希望下季可以再接再
厲。」對於球隊下季情況，李志
堅坦言仍未展開商討，不過有信

心大部分主力均會留隊，
尤其是今季表現出色的年
輕球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潘志南）
足總盃四強上演「東南大戰」！南華與東方
兩支歡喜冤家今午3時正又再於旺角場聚
頭。為免四大皆空，南華今仗面對死敵東方
不容有失，加上亞協盃已穩奪首名再無後顧
之憂，今仗誓要力爭決賽之位。
東方上仗聯賽以4：1大破YFC澳滌射手

基奧雲尼更食出「大四喜」，今仗雖然有勞
高繼續養傷，不過有麥阿里士打、基奧雲尼
及歷格斯等高質外援坐鎮攻力已有保證，防
線主力李志豪表示球隊已回復信心，球隊曾

於高級組銀牌四強擊敗南華並最終順利奪
冠，希望今仗能好夢重溫。
而南華自艾華受傷後進攻組織大受影

響，攻不銳亦導致守不穩，上仗聯賽盃決
賽以四球大敗於傑志腳下防線漏洞頗多，
保贊的受傷令中路防守力大減，隊長
陳偉豪賽前坦言球隊今仗受傷兵困擾
未能全力出擊：「球隊上下亦明白這
是今季我們爭奪錦標的唯一機會，淘
汰賽最講求鬥志，我們這方面絕對不
遜於對手。」

足總關注太陽飛馬易手
另外，足總主席梁孔德及行政總裁薛基

輔昨日出席恒基青少年聯賽頒獎典禮時表
示，關注港超聯球會太陽飛馬易手一事；
其中梁孔德更透露稍後會聯絡飛馬總監兼
主教練陳志康了解詳情，而薛基輔又稱：
「我肯定飛馬來季會繼續在超聯作賽，絕
不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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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正謙）澳滌飲恨足總盃四

強！昨日在旺角場進行的

足總盃四強賽，YFC澳滌雖

然成功與班霸傑志踢成均勢，奈何

互射12碼階段未獲幸運之神眷顧，

結果以4：5遺憾落敗，與決賽舞台

擦身而過，澳滌主帥李志堅以「夢

想捧盃破滅」來形容今場失利。

傑志射贏12碼 闖足總盃決賽

■南華(左)與東方兩軍實力相近。 新華社

■作為里約奧運會帆船比賽地，瓜納巴拉灣的
水污染問題備受關注。 美聯社

■■澳滌中場費蘭度澳滌中場費蘭度((右右))
起腳埋門起腳埋門。。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林柱機林柱機((左左))今仗今仗
被趕出場被趕出場。。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澳滌球員互相安慰澳滌球員互相安慰。。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夏頓今仗
獨取42分。

美聯社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開幕典禮昨晚於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
並由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而香港體操名將石偉雄
(左)、滑浪風帆健將鄭國輝(右)、以及藝人譚詠麟(中)，一起
燃點聖火，象徵這項全港盛事正式展開。 潘志南攝

燃點聖火燃點聖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