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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前，勇士敗走密爾沃基，開季24場連勝
紀錄斷纜，周五重返主場再迎公鹿，最多曾
落後15分，不過史提芬居里(咖喱仔)與德拉蒙
格連在最後一節上力，結果帶領球隊以121:
112力挫對手，成功復仇。
勇士在早前的 7場東岸作客之旅「臨尾

香」，意外不敵公鹿，今季初嚐敗績，跨季
28場連勝紀錄亦告一段落，今仗勇士差點又
栽在這支東岸球隊手上，第3節最多落後多
達15分，在完場前不足8分鐘，仍以11分落
後，幸好咖喱仔與德拉蒙格連及時挺身而
出，後者在1分06秒內連取8分，將比分追
至97:100，加上咖喱仔投進3個罰球，扳成
100:100平手，最終乘勢拿下今季第26場勝
仗，跨季主場連勝紀錄改寫至30場。
德拉蒙格連賽後說：「我不滿意，因為我
認為球隊應該做得更好。我知道我需要站出
來和交出表現，我能取得幾球投籃，令到球
隊連續得分。」
今場賽事結束後出現一段小插曲，德拉蒙
格連與公鹿後衛梅奧出現口角，後者更將手
放在對方頭上，此舉惹怒了格連，一手將梅
奧推開，而另一公鹿後衛米杜頓其後亦上前
推撞格連，引起一陣混亂。

公鹿球迷上場在主場穿起印有「24-1」字樣
的特製T恤，詛咒勇士該仗落敗，結果得償
所願，周五輪到勇士球迷照辦煮碗，穿上印
有「10-18」字樣的T恤，最終公鹿以9分之
差敗陣，應了勇士球迷所願，將戰績改寫為
10勝18負。

巴克利：昔日公牛可完爆勇士
勇士目前的戰績為26勝1負，仍有力挑戰

1995/96年球季公牛創下的72勝10負史上最
佳常規賽紀錄，不過名宿巴克利直言，當年
的公牛絕對可以完爆這隊勇士。巴克
利說：「當年的公牛能完爆如今
這隊打小球戰術的勇士，誰能防
守得住佐敦、柏賓和洛文呢？他
們會很喜歡勇士的打球風格，
這會讓比賽變得輕鬆許
多。如果不能與佐敦身體
對抗，能想像他平均每場
轟下多少分嗎？面對勇
士，洛文也能拿下很多籃
板球，畢竟對手是一支打
小球戰術的球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勇士大報復殺「鹿」 艾莉：感覺被貨車撞倒
澳洲球手戴爾的妻子艾莉日前在現場觀看騎士

主場大戰雷霆時，慘遭救球心切的「大帝」勒邦
占士撞倒，需要被擔架抬離場送院觀察。經過一
晚留院觀察後，艾莉已告出院，並在twitter上
報平安說：「大帝占士，我們沒事。首先要說的
是我沒事，只是身體感到有點痛和疲累，被如此
龐大的一個人撞到，我會當成一場輕微車禍。我
的頭部和頸部當時被猛烈撞到，所以我很害怕，
感覺整個身體被貨車撞到一樣。」 ■記者蔡明亮

活塞加時4次生劏公牛
活塞與公牛周五上演了一場馬拉松大戰，兩軍

打足4次加時賽後，最終活塞作客以147:144力
挫公牛。這場是聯盟史上第13場打足至少4次加
時的比賽，而公牛另外一次要鬥至4次加時，已
是1984年3月16日作客擊敗拓荒者一役。公牛
後衛占美畢拿是役拿下職
業生涯新高的43分，而
後衛羅斯亦有 34 分進
賬，不過活塞共有6名球
員得分達雙位數，其中中
鋒德拉蒙拿下33分和21
個籃板球的「雙雙」成
績，後衛雷傑積遜則貢獻
31分和13次助攻，合力
為活塞艱難勝出。

■記者蔡明亮

傅家俊德國大師賽資格賽過關
香港桌球手傅家俊(Marco)周五在德國

大師賽資格賽首圈賽事，與英格蘭22歲
球手米亞鬥足9局，其中Marco在第4
局曾打出單杆131分高分，一度扳成總
局數2:2平手，最終以總局數5:4險勝米
亞，晉級外圍賽次圈賽事，將與內地球
手于德陸爭奪正賽資格。■記者蔡明亮

區志偉6個紅球賽首封王
上屆在香港英式6個紅球公開賽屈居

亞軍的區志偉，昨日在決賽以總局數7:3
擊敗劉家霖，首度贏得賽事冠軍。而徐
振輝在季軍戰與李子豪打足11局，結果
以總局數6:5險勝對手，另外，徐振輝
在8強賽事打出今屆賽事單杆最高的74
分，額外進賬3千港元獎金。

■記者蔡明亮

東方上場在聯賽作客以6:1大勝
元朗，亦是楊正光北上前與陳

婉婷一同督師的最後一場比賽。1周
後，兩軍再次對陣，今仗變成陳婉
婷首次獨擔大旗，牛丸賽前表示：
「經過上場大敗，元朗更會改變，
針對東方的弱點，重新部署，不想
重蹈覆轍再大敗一場。」
東方一對中堅基藍馬及法圖斯已

告離隊，在近日的操練中，牛丸特
別提點新任中堅迪高的後防領軍任
務。她指出，球隊近況發揮理想，
對今仗取勝充滿信心，賽事雖不算
重要，但作為備戰下一場銀牌準決
賽硬撼南華，這場就有預演作用，
平時較少上陣的球員將會上陣。
元朗目前在菁英盃 A組 2戰皆

北，敬陪末席，而東方2戰得4分暫
列次席。元朗上場主場大敗，最不
是味兒的是主教練馮凱文，相隔1
周再戰東方，遇上昔日帶領南區時
的助教牛丸，當然希望避免連敗，

他坦言上場勝負的分野，在於己隊
實力不及對手強勁。元朗今季尚未
打開勝利之門，馮凱文希望全力
在強隊身上搶分，增強球員的信
心，不過上場大敗，球隊的信心
難免會受到影響。

飛馬撲擊夢想駿其
至於菁英盃B組賽事，香港飛

馬首仗擊敗南華，目前暫列榜
首，今仗只要擊敗夢想駿其，晉
級機會高唱入雲。飛馬曾在港超
首循環以3球大勝夢想駿其，主
教練李志堅賽前明言今仗目標
再度擊敗對手，確保出線資
格。上場因傷缺陣的前鋒麥
基，有望是役復出披甲。
夢想駿其教練梁志

榮表示今仗會繼續安排小
將上陣，吸收經驗和學習；同
時亦會鼓勵小將踢出自己的風
格，與對手周旋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足球史上首位最高級別

女教練陳婉婷(牛丸)今日正式「考牌」，首度擔正大旗領軍出

戰菁英盃，乘勝追擊再鬥元朗，同場上演「師徒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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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的3日至7日，
有機會到台灣拜訪體育傳

媒界的朋友，得以對台灣
體壇的現況有初步了解，記憶
中，港、台兩地的體育傳媒界
較少交流，這次算是最直接的
一次，接待我們的是「中華台
北體育運動記者協會」，是一
家成立了只有5年的體育記者
的專業協會。

在他們的安排下，筆者有
機會接觸到中華台北奧委
會、中華台北教育部體育
署、台北市體育局、籃協、
排協、網協、田協，在台中
的台灣體育運動大學、2017
台北世大運籌委會以及聯合
報系，還有一班現職的體記
和電視台體育主播等，行程
十分豐富。

中華台北奧委會很直截了
當地表示，他們的競爭對手
是香港和新加坡，因三地確
實有很多相似之處，都要面
對資源分配和場地的問題。
中華台北奧委會對香港體育
近年取得的成績都大為讚
賞，尤其是香港體育學院對
精英運動的支援和發展，他
們均表羡慕。

台灣體壇全職業的競技運
動最受歡迎的是職棒，水平
不差的籃球則自稱是半職
業，雖是半職業，也吸引了
林書豪的弟弟林書緯返台參
賽，而排球實施的企業聯賽
號稱業餘，但因有企業支
持，職業化將全面實現。台
灣的競技體育由企業支持，
實施全職業化是必然的，這
方面已較香港領先，他們也
都面臨高水平運動員外流的

情況，以籃球為例，掘金的
目的地是中國大陸的CBA。

台灣體育大學專門培養體育
人才，除了運動員外，還有專
門培養體育記者的學系，這是
筆者始料不到，他們對體記的
培養除了採訪、寫作、電視製
作等基本功外，還有對體育運
動的知識等。

2017年台北將舉辦世界大
學生運動會，主場館是位於
市中心的「小巨蛋」，籌委
會很期待香港體育傳媒前往
採訪，香港在大型體育運動
會的電視製作方面經驗豐
富，在訪問期間，港方分享
了自己的經驗。

由「教育部」體育署掌管
體育對我們有所啟發，因學界
是精英運動員的搖籃，體育政
策由學校做起相信會有明顯效
果。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亮）特首梁振英昨日到香港體育
學院(體院)出席開幕典禮，並與精英運動員交流，其間還親自
落場與仁川亞運乒乓球混雙銀牌得主李皓晴打球，並與單車
名將李慧詩見面。
體院在08年獲政府撥款18億元重新發展，工程日前順利完

成，昨日邀請得特首與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等高官出席開幕
典禮，並參觀新建的體院大樓，與「牛下女車神」李慧詩、新
鮮出爐的保齡球世界盃冠軍胡兆康等多名精英運動員交流，在
參觀乒乓球館時，特首更興起與李皓晴「打兩板」。
梁振英致辭時表示，本年度政府在「精英運動員發展基

金」預留了約4億元作為體院的開支，讓體院可更靈活和有
效地運用資源，協助推動精英體育發展，鼓勵更多有潛質的
青少年投身體育事業；另外，期望香港運動員在明年的里約
熱內盧奧運會盡最大努力，為香港爭光。

體 壇 連 線

首擔大旗領軍 菁英盃鬥元朗

今考牌今考牌

菁英盃今日賽程
A組

元朗對東方
地點：旺角大球場
時間：下午2時30分
門票：80元、30元(特惠票)

B組
香港飛馬對夢想駿其
地點：九龍灣公園
時間：下午5時30分
門票：80元、30元(特惠票)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香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網隊 對 木狼

熱火 對 拓荒者

騎士 對 76人

●太陽 對 公鹿

○魔術 對 鷹隊

速龍 對 帝王

金塊 對 鵜鶘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溜馬 104:97 網隊

魔術 102:94 拓荒者

76人 97:107 紐約人

塞爾特人 101:109 鷹隊

熱火 94:108 速龍

公牛 144:147 活塞

木狼 99:95 帝王

馬刺 115:107 快艇

小牛 97:88 灰熊

爵士 97:88 金塊

太陽 104:88 鵜鶘

勇士 121:112 公鹿

●now678台6:00a.m.直播

○now635台7: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佈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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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遭到內地球
會挖角的南華，班主張廣勇昨日在對灝天黃
大仙的聯賽盃比賽半場時，宣佈成功挽留左
後衛張健峰，但據了解，其餘2名土生土長
球員積施利及梁振邦，將獲會方放人北上，
其中積施利更是受到中超球會招手。
張廣勇坦言今次成功挽留張健峰，除了加
薪外，更打出溫情牌，向對方分析北上對其
出場機會及家庭照顧等難題。張健峰也表示
考慮到太太剛懷第二胎，以及會方目前尚未
拿錦標，故打消北上念頭。隊長陳偉豪贊成
張健峰的決定，認為南華和香港隊都需要

他。

聯賽盃與傑志齊大勝
南華昨日與另一支勁旅傑志在聯賽盃分途

出擊，結果雙方以相同比數4:1，分別擊敗灝
天黃大仙及冠忠南區，其中傑志更以3戰全
勝，率先晉級準決賽。
南華昨日試陣練兵，平時較少上陣的球員
盡出。16分鐘，有越位嫌疑的林學曦，無人
看管下頂入成1:0。22分鐘，伊達接應黎永昌
的罰球，快黄大仙門將張景驊頂入成2:0。31
分鐘，楊賜麟為黃大仙追成1:2。39分鐘，林

學曦在前柱頂入，為南華半場領先3:1。易邊
後，後備入替的艾華在53分鐘中場快放，及
後橫傳魯卡斯射入成4:1至完場。
另外，傑志在落後1球的劣勢下反勝南

區。22分鐘，倒戈的夏志明為南區首開紀
錄。下半場，傑志派出林嘉緯中場策動攻
勢，立竿見影，56分鐘，艾力士為傑志扳平
1:1。68分鐘，費蘭度主射罰球入網，反超前
南區2:1，加上丹尼和後備入替的沈國強分別
在84分鐘和補時階段建功，最終以4:1反
勝，在A組以9分穩得出線權。

張健峰留南華 積施利 梁振邦北上

■■張廣勇張廣勇((右右))成功挽留張健峰成功挽留張健峰。。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南區的杜馬思南區的杜馬思((左左))冒被冒被
踢傷面部危險踢傷面部危險，，力阻艾力力阻艾力
士射空門士射空門。。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基奧雲尼基奧雲尼((左左))上場對元上場對元
朗連中三元朗連中三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麥基麥基((前前))可望趕及上可望趕及上
陣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牛丸首次擔正領軍比牛丸首次擔正領軍比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基利湯遜基利湯遜((左左))與史提芬與史提芬
居里成功復仇居里成功復仇。。 路透社路透社

■■德拉蒙格德拉蒙格
連連((左左))在在 11
分分 0606 秒內秒內
連取連取88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德拉蒙德拉蒙((藍衣藍衣))大力入大力入
樽樽。。 美聯社美聯社

■■特首特首((左左))即興與李皓晴打乒乓球即興與李皓晴打乒乓球。。 政府新聞處圖片政府新聞處圖片

■■東方翼鋒李康東方翼鋒李康

廉廉((右右))有望繼續披有望繼續披

甲甲。。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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