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常規賽周一賽程
(香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巫師 對 帝王
塞爾特人 對 木狼
紐約人 對 魔術
●鷹隊 對 拓荒者
公牛 對 網隊
火箭 對 黃蜂
馬刺 對 溜馬
爵士 對 太陽
快艇 對 雷霆

NBA常規賽周六賽果
雷霆 118:78 湖人
巫師 109:101 黃蜂
紐約人 107:91 公牛
火箭 107:97 快艇
灰熊 96:84 溜馬
●now678台9:0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湖人球星高比拜仁受到右肩傷困擾，只
能在上周六作客俄克拉荷馬城一役做觀
眾，親睹球隊以78:118慘負雷霆，賽後高
比透露，過去2仗一直負傷上陣，但今仗開
賽前終感到右肩很痛楚，無奈缺陣。
湖人在開賽前90分鐘才宣佈高比因右肩
感到痛楚，不會上陣鬥雷霆，高比對此
說：「過去2場比賽(一直負傷上陣)……但
今早起床時，右肩非常痛楚。」不過高比
認為這不會是長期的問題，預料可在周二
對金塊的比賽中復出。

史葛慨嘆球員內心畏懼
在高比缺陣下，湖人面對西岸勁旅雷霆
更是不堪一擊，首節已以15:35大幅落後，
半場落後26分，勝負早已定奪，令下半場
比賽提早進入垃圾時間。曾在2005至2007
年執教雷霆的湖人主帥史葛賽後直指湖人
面對雷霆時，看來感到恐懼和威脅，他
說：「球員需要從今場敗仗中學習，他們
整體表現欠佳，令人尷尬，就像我告訴他
們說，每個範疇都有不足。我們不是來到

這裡比賽，他們只是較我們打得落力點，
我們就像敬畏雷霆一樣。」
雷霆全場打起來可謂談笑用兵，共有7名

球員得分達雙位數，「孖寶」杜蘭特和韋
斯布魯克分別有22分和13分進賬，後備上
陣的中鋒簡達則獨取19分和14個籃板球的
「雙雙」成績，合力為雷霆拿下一場大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高比肩傷避戰
雷霆轟散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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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榮準備復出鬥快艇
養傷長達半年的騎士後衛艾

榮，將於周日主場迎戰76人一仗
回歸，新球季首度登場。艾榮
說：「我感到極度興奮，有些事
情我仍需要去弄清，但不會急於
復出……我已準備上陣，但我們
希望確保一切安好，我不會讓自
己冒險。」騎士主教練布拉特表
示球隊將會監控艾榮的上陣時
間，不過預料艾榮會正選披甲。

■記者蔡明亮

保羅佐治衰多口罰款
溜馬前鋒保羅佐治對於在上周

五擊敗網隊一役中，裁判連串的
決定感到不滿，賽後批評裁判以
及在電視訪問中爆粗，結果上周
六被聯盟罰款3.5萬美元。保羅
佐治當時接受訪問時說：「這場
比賽的情況和他們(裁判)如何吹
罰，令人感到挫敗，但希望聯盟
看到這×情況時，能做得好一
點。」另外，保羅佐治上周六雖
摘得全場最高的29分，可是溜馬
作客仍以84:96不敵灰熊。

■記者蔡明亮

體壇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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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籃捧走首屆粵港盃
首屆粵港盃男子籃球賽次回合賽事昨晚在河源上

演，廣東隊憑藉陳航攻入全場最高的20分，帶領球
隊在主場以71:69險勝香港隊，報回首回合作客一敗
之仇，與港隊在2站賽事同得1勝1負，可是根據賽
制，如兩隊各取得1勝1負，則以2場比賽總得分高
者為勝方，最終港隊總計2站比賽得分，以158:152
擊敗廣東隊，贏得首屆粵港盃冠軍。 ■記者蔡明亮

「奧蘇」資格賽過首關
德國桌球大師賽資格賽上周六結束第3日比賽，8

個月來首次亮相職業賽場的「火箭」奧蘇利雲，在
首圈資格賽以總局數5:1輕取巴基斯坦職業新手阿克
巴，晉級次圈，將與卡林頓爭奪正賽資格。奧蘇利
雲原定在明年1月的大師賽才正式復出，不過在明年
2月舉行的德國大師賽近日率先舉行資格賽，故「火
箭」亦提前在新球
季首度亮相。至於
在首圈最後登場的
中國球手梁文博，
則以總局數 5:4 險
勝蘇格蘭職業新手
沙拉夫晉級；而中
國小將趙心童在次
圈資格賽以總局數
5:1 篤走赫吉爾，
率先挺進正賽。

■記者蔡明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蔡明亮)香港「不敗拳王」曹
星如剛從菲律賓完成訓練返港，昨日在一所國際學
校偕同女子體操選手黃曉盈、4×100米田徑接力隊
成員黎振浩、徐志豪及逾300名來自基層家庭的學
生、家長，一同挑戰一萬下掌上壓，為凝動香港體
育基金籌款，目標籌集5萬港元，用作開辦2年免費
游泳課程，供南亞裔青少年參加。
曹星如獲委任為體育基金大使，昨日致辭時勉勵
學生說：「小時候我沒有什麼嗜好、目標，全靠拳
擊運動令我變得更有自律，努力奮鬥，才會有今天
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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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場是陳婉婷的「處女戰」，
看台上除有東方高層外，其

家人、沙田女足的前隊友均入場
觀戰為她打氣，賽後紛紛上前向
「牛丸」祝賀及要求合照，而陳
婉婷賽後也四度向球迷區內高叫
其花名「 牛丸」的東方擁躉鞠躬
致謝，並分別和球員握手或擁
抱，互相祝賀勝利。

自評臨場指揮僅合格
牛丸賽後為球隊今仗的表現評

分9分，而自己則是7分剛剛合
格，坦言在臨場調動指揮都欠經
驗，但認為自己正不斷進步中。

牛丸還滿意球隊防守，特別是中
場防守踢出要求，她指出球隊後
備兵源仍有不足，本周會好好集
中備戰下周日對南華的銀牌準決
賽，而收回基頓令中堅的高度和
防守能力更見提升。
東方是役獲勝有驚無險，上、

下半場甫開賽均取得入球而佔得
優勢。甫開賽8分鐘，東方後衛鄭
璟昊助攻施放冷箭，射破元朗門
將陸平中五指關，首開紀錄。易
邊後僅3分鐘，基奧雲尼在門前加
一腳，為東方增添入球至2:0。
元朗在下半場6分鐘曾有入球

機會，可惜法比奧近射中柱。69

分鐘，元洋截得東方誤傳，射成
1:2較接近紀錄。完場前3分鐘，
高路斯將東方前鋒巴域斯的射門
「解圍」變攻門，誤擺烏龍，讓
東方以3:1獲勝。目前東方在菁英
盃A組以7分位列榜首。

飛馬駿其互交白卷
B組方面，香港飛馬大部分時間

佔得優勢，可是阿杜域、利馬和
利奧的連番攻門，均被有上佳表
現的夢想駿其門將李溢晉一一化
解，最終只能與對方踢成0:0，握
手言和，各得1分，暫以4分位列
B組榜首。

對李慧詩信心十足 沈金康：輸了才能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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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女主帥陳婉

婷(牛丸)昨日擔正大旗領軍出戰菁英盃，憑藉鄭璟

昊和基奧雲尼的入球，加上元朗後衛高路斯誤擺

烏龍，結果以3:1再勝元朗，職業執教生涯取得完

美開局。至於另一場在九龍灣公園上演的菁英盃

賽事，香港飛馬與夢想駿其互交白卷，各得1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潘志南)香港單車隊總
教練沈金康昨午出席講座時透露，李慧詩因
傷停訓已有2周，而早前兩度輸給國家隊的
郭爽是好事，因為「輸了才能贏」，並無影
響劍指里約奧運的計劃。
沈金康昨午受邀出席「2016巴西里約奧運
會備戰策略國際論壇」，主講香港單車隊備
戰里奧。沈金康目標是男、女子公路賽、公
路計時賽和山地賽都爭得奧運入場券，場地
單車方面，李慧詩在凱林賽及爭先賽，以及
男、女子全能、男、女子團體賽均力爭更前

排名，希望爭取最多項目直通奧運。

因傷暫停訓練2周
沈金康續透露，李慧詩因早前在新西蘭世

界盃遭韓國車手李惠珍撞傷，除了皮外傷之
外，足筋骨也有傷，現已停止訓練2星期，
目前狀態跌至得5成，預計聖誕節後復課。
雖然在明年1月主場舉行的世界盃難有最佳
狀態，但仍對李慧詩再晉身奧運滿有信心。
因為目前其整體實力都比倫敦奧運時強，不
要因今年各站成績沒拿金牌，就指其成績下

滑。事實上，李慧詩今年曾贏過德國的禾
姬、澳洲名將美雅絲，已是被鎖定研究的車
手，和上屆奧運無聲的爆出來不一樣。目前
正部署明年伊豆亞錦賽和3月倫敦世錦賽，
李慧詩屆時對手都是最強，大家全力去衝奧
運入場券。
談到明年在香港主辦的世界盃，國家隊的

林俊紅會來戰，反而鍾天使、郭爽避戰，他
預計各隊借香港賽事試戰術，考驗狀態和試
探各對手實力，而香港站亦正好是倫敦世錦
賽前的試驗場。

牛丸牛丸執教生涯執教生涯

半馬冠軍半馬冠軍
香港半馬拉松錦標賽昨晨在大埔大

美督圓滿結束，上屆男子全場總冠軍
王坤(左)以1小時10分30秒率先衝
線，成功衛冕男子壯年組冠軍。女子
壯年組方面，唐嘉欣(右)以1小時26
分07秒的成績，壓倒上屆冠軍江麗明
奪冠，而王坤及唐嘉欣亦分別奪得
男、女子組別全場總冠軍。 ■奧蘇利雲提早亮相。資料圖片

■■沈金康談及備戰里奧沈金康談及備戰里奧
情況情況。。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李慧詩聖誕後復操李慧詩聖誕後復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牛丸在場邊指揮球員牛丸在場邊指揮球員。。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前沙田女足隊友特意入前沙田女足隊友特意入
場為牛丸打氣場為牛丸打氣。。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東方的迪高東方的迪高((上上))在中場在中場
十分搏命十分搏命。。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利馬利馬((左左))與駿其的黎洛與駿其的黎洛
賢鬥法賢鬥法。。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保羅佐治保羅佐治((中中))。。 美聯社美聯社

■■杜蘭特杜蘭特((上上))表演入樽表演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高比高比((左左))在場邊甚為無癮在場邊甚為無癮。。 美聯社美聯社

■■曹星如曹星如((右右))指指
導小朋友做掌上導小朋友做掌上
壓的正確姿勢壓的正確姿勢。。 ■■港隊贏得首屆粵港盃港隊贏得首屆粵港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