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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達斯在3日前不敵癌魔，與世長辭，開賽前NBA總裁蕭華特意到木
狼更衣室，向一眾球員予以慰問，而湖人為該名已故木狼主席兼主

教練舉行簡單的悼念儀式，木狼及湖人球員在賽前熱身時，分別穿上印
有「WE」和「FLIP」(桑達斯簡稱)的衛衣，並在開賽前全場默哀悼念。

哀兵上陣的木狼半場以51:60落後，下半場更曾一度落後湖人多達16
分，不過在盧比奧和獨取23分的奇雲馬田帶領下，逐漸收復失地，並在
尚餘2分11秒時反超湖人111:102。湖人其後打出一段9:1的比分，將比
數追至111:112，但隨着後衛路威廉斯最後一擊未能命中，最終木狼以1
分之微驚險反勝，拿下一場激動人心的勝利。

感覺已故主帥在場
盧比奧賽後表示：「我認為己隊今日得到少許幫助，本周真的很難

過，難以解釋，每個人均經歷了太多的傷痛，雖然桑達斯已離開，但他
永遠也與我們同在。」今屆新秀狀元唐斯也說：「我們如同一個家庭般
共同努力，為了他的夢想，我們打了場漂亮的比賽。教練桑達斯就像在
我們身邊，尤其是路威廉斯最後的放高球投籃，10次起手他會命中9
次，但我認為我們在球場上有第6人(幫助我們)。」

今夏新加盟湖人的路威廉斯是役取得21分，對於最後一擊落空，不禁
失望地說：「當我出手時，我認為會順利投入，這是我的慣常起手。」
另一新兵希拔是役也貢獻了12分和10個籃板球，而上季僅打了1場便因
傷提早收咧的「二年生」蘭度，首仗獲主帥史葛委以重任打正選，摘得
15分和11個籃板球的「雙雙」成績，可是球隊仍以1分之微飲恨，未能
在主場打開新球季勝利之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湖人在新球季首場比賽迎戰木狼，成就聯盟兩大歷
史場面，木狼前鋒唐斯及湖人後衛D羅素成為50年
來首對在NBA處子戰交手的狀元及榜眼；至
於木狼傳奇加納特及湖人領袖高比拜仁更
是史上首對征戰NBA戰場至少20年的球
員互撼，寫下聯盟經典一頁。
唐斯在今夏的選秀大會上，被木
狼在首輪首名選中，成為新秀狀
元，而湖人則以2號籤羅致D羅
素。唐斯與D羅素在處子戰即要
交手，以表現來看，唐斯首秀
略勝一籌，正選上陣32分鐘，
10次起手命中6球，獨取14
分和 12 個籃板球的「雙
雙」成績，相反D羅素披
甲26分鐘，只貢獻4分、
3個籃板球和2次助攻。

高比打破史托頓紀錄
另外，上季獲桑達斯力邀回巢的「狼王」加納特，
今季迎來個人第21個NBA球季，成為史上第3人，
可是新球季首仗只拿下4分和7個籃板球。至於在湖
人展開個人第20個NBA球季的高比拜仁，今仗落場
即打破爵士名宿史托頓効力一支球隊最長年期的紀
錄，並攻入全隊最高的24分，可惜在最後8次起手全
告落空，間接讓木狼有翻盤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耗
資過億元改建的「賽馬會體育館」昨
日正式揭幕，這座新場館將為青少
年、傷殘運動員以及教練提供更完善
訓練設施，加上同樣由馬會資助的
「香港教練培訓計劃」及「精英運動
員基金」，實行三管齊下協助本地精
英運動發展。
昨日正式揭幕的「賽馬會體育館」
由原有的運動員宿舍改建而成，這座
耗資達1億3百萬元的體育館除有一
個達2萬平方呎的多用途訓練場館
外，更設有精英運動項目教練部門的基地，而為加強對傷殘運動員的支
援，整座場館均屬無障礙設施，多用途訓練場地更有特地為輪椅劍擊及
硬地滾球運動員而設的區域。
另外，「賽馬會教練培訓計劃」透過多種平台促進本地教練與海外精

英的交流，以及為本地教練提供最頂尖的培訓，亦會有獎勵計劃表揚貢
獻良多的本地教練。「馬會精英運動員基金」亦會全面重組加入「世界
錦標賽獎勵計劃」，務求更全面的支持運動員，令他們能夠無後顧之憂
為港爭光。

陳敬然：里約水質大有改善
香港風帆代表隊已經手握2張明年里約奧運入場劵，署理教練陳敬然表

示，會根據2站世界賽的成績，決定派誰出戰奧運，預計明年2月會有所
決定：「目前隊內競爭十分激烈，相信未到最後仍不知道誰可出戰奧
運，港隊11月會先到海南島參賽，之後12月就會去巴西訓練。」早前里
約熱內盧的水質備受批評，陳敬然表示從早前測試賽觀察所見，水質已
大有改善，唯風勢變化很大，運動員需要更多時間適應。

WTA年終賽昨日繼續在新加坡舉行，紅組最
後一輪小組賽爭奪中，波蘭名將拉雲絲卡以7:6
及6:1的盤數，力克頭號種子、羅馬尼亞球手夏
莉普。夏莉普失利後，意味着已被提前淘汰，而
同組的舒拉寶娃則提前鎖定準決賽入場券。舒娃
在稍後舉行的「例行公事」中，以總盤數2:0擊
敗意大利球手彭妮達，3戰全勝，造就拉雲絲卡
鎖定紅組第2個出線席位。
另外，男網「瑞士天王」費達拿周三在家鄉受

訪時，鼓勵明年的澳網球僮打破不准向球手提出
合照及簽名的規定。費達拿說：「我曾經是他們
(球僮)之一，我以前很喜歡追逐球
星們簽名和拍照。」不過澳網賽事
總監迪利表示：「費達拿對球僮們
都非常慷慨，願意花時間去接近他
們，但賽事中球僮眾多，費達拿此
舉可能太過雄心勃勃，而且我們的
球僮是專業的，不會打破任何規
定。」

至於在巴素爾室內賽繼續比賽的西班牙好手拿
度，在次圈苦戰3盤，終以6:4、4:6及6:3擊敗保
加利亞球手迪米杜夫，維持對賽全勝的完美戰
績，躋身8強。而36歲克羅地亞老將卡奴域則以
3:6、7:6及6:4擊敗2號種子、瑞士球手華連卡晉
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黑妹港羽賽盼破「紅館魔咒」
香港羽毛球總會昨

日舉行記者會宣佈，
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
賽將於11月 17日至
22日在香港體育館(紅
館)舉行，由於比賽是
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
運會計分賽之一，共
吸引25個國家及地區的273名球手參加，包括世界排
名前10名球手，經抽籤後，男單林丹和李宗偉被編在
同一賽區。另外，港女球手葉姵延(黑妹)透露自己從
未曾在紅館贏波，希望今年可以打破魔咒。門票今日
開始在城市售票網開售。 ■記者蔡明亮

傅家俊大慶國錦賽8強止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凡大慶報道）2015年世界

桌球國際錦標賽8強對決昨日在大慶展開，經過11局
的攻防大戰，香港「一哥」傅家俊痛失決勝局，以5:6

惜敗英格蘭球手基拔，無緣準決賽，賽後傅家俊表
示，今天(昨天)防守是輸贏的關鍵，自己輸在一些
防守的犯錯，很遺憾未能再進一步，他並感謝當地
球迷的熱烈支持，下一步將備戰英錦賽，亦期望明
年再來大慶。 ■記者 蔡明亮

港賽車隊入選年度最佳五強

香港賽車手歐陽若曦早前効力 Craft-Bamboo
Racing，在2015 GT亞洲系列賽贏得年度車手總冠
軍，昨日車隊再傳來喜訊，榮獲世界職業賽車雜誌提
名為「年度最佳賽車隊」的最後五強，將與包括法拉
利F1車隊在內的其餘4支世界級車隊爭奪殊榮，賽果
將於下月11日在德國科隆舉行的頒獎禮上公佈。

■記者蔡明亮

夏莉普落敗 保送舒娃晉級

馬會「三軌」資助運動精英

體壇連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香港球壇雙喜臨門！足總昨日除宣佈獲得
和富社會企業贊助65萬港元支持香港女子
足球發展外，行政總裁薛基輔更表示香港
飛馬已落實明年主辦賀歲盃，延續這個本
地足壇傳統盛事。

女足獲贊助65萬元
足總昨日宣佈獲得65萬港元推動香港女

子足球發展，在未來3年將以推廣青少年
女子足球為目標，足總女子足球經理黃若
玲表示，香港女子足球發展尚處於起步階
段，這次獲和富社企為期3年的贊助，幫
助很大。
另外，行政總裁薛基輔表示明年賀歲盃

已落實由香港飛馬主辦，不過詳情尚要進
一步商討，他亦呼籲球迷在11月7日港隊
對緬甸的友賽入場，希望能延續港隊主場
連場爆滿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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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狼諸將懷着失去桑達斯之痛，周三出征洛杉磯迎來

NBA新球季首戰，憑藉西班牙後衛盧比奧拿下個人職業生

涯新高的28分和14次助攻，結果成功扭轉最多落後16分的

劣勢，作客以112:111驚險反勝湖人，總算能夠在首仗以一

場勝利告慰桑達斯。

化悲痛逆轉湖人化悲痛逆轉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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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客隊
魔術 87:88 巫師
塞爾特人112:95 76人
網隊 100:115 公牛
活塞 92:87 爵士
熱火 104:94 黃蜂
速龍 106:99 溜馬
火箭 85:105 金塊
灰熊 76:106 騎士
公鹿 97:122 紐約人
雷霆 112:106 馬刺
太陽 95:111 小牛
拓荒者 112:94 鵜鶘
帝王 104:111 快艇
湖人 111:112 木狼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香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騎士 對 熱火
魔術 對 雷霆
76人 對 爵士
塞爾特人 對 速龍
活塞 對 公牛
鷹隊 對 山貓
公鹿 對 巫師
馬刺 對 網隊
金塊 對 木狼
○火箭 對 勇士
帝王 對 湖人
太陽 對 拓荒者

狀元榜眼首秀對決
廿載老將經典互撼

出師不利
黃蜂在新球季首戰出師不利，雖然新加盟的林

書豪(圖左)後備上陣27分鐘貢獻17分，不過最後
仍以94:104作客不敵熱火。 美聯社

■港隊誓藉主場之利搶奧運積
分。 新華社

■Craft-Bamboo Racing為香港車隊爭光。

■輪椅劍擊運動員在新體育館進
行示範。 郭正謙攝

■斥資1億300萬元改建的賽馬會體育館昨日揭幕。 郭正謙攝

■足總昨日與贊助商進行簽約儀
式。 足總圖片

■湖人球員低
頭默哀。

法新社

■盧比奧(中)
賽後將勝利獻
給已故主教練
桑達斯。

法新社
■■高比高比((右右))効力湖人第効力湖人第
2020個球季個球季，，成為成為NBANBA
史上首席忠臣史上首席忠臣。。法新社法新社

■■夏莉普在最後一場分夏莉普在最後一場分
組賽以總盤數組賽以總盤數00::22不敵不敵
拉雲絲卡拉雲絲卡。。 美聯社美聯社

■■唐斯唐斯((左左))與與DD羅素羅素
正面交鋒正面交鋒。。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