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出路漫長
艾榮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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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NBA 常規賽，騎士後衛艾榮養傷多時復出，本季首度上場很快就進入狀

快報
NBA

養傷多時 本季首度上場
態，全場拿 12 分，助騎士以 108:86 擊敗 76 人。艾榮賽前受到球迷全場起立歡迎，

他也揮手致意；而他賽後慨嘆，復出之路漫長。

今仗是艾榮在上季總冠軍賽首戰造成膝蓋受傷
後，至今 6 個月以來的首場出賽；他全場投 12

中 5，包括三分球 2 投皆中，交出 12 分、4 次助攻成
績。艾榮上半場顯得有些緊張，而當第3節昔日高中
時期的對手馬素要求單挑後，艾榮表現開始回穩，
最終幫助球隊擊敗76人。
艾榮賽後說：「那刺激了我，馬素在右翼要跟我
單挑，這很有趣，那讓我想到高中的日子，我認識
馬素有好些日子，他想要與我單挑，這基本上就是
要測試我。」
當然，這場回歸不代表艾榮就可恣意奔馳，因為
他的上場時間仍受到嚴格監控，「顯然，第1場比賽
我們沒想要太操之過急，而我只是想上場看看感覺
如何，希望未來每場比賽我都有所進步、感覺越來
越好。(養傷)這算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我總算和隊友
一起出賽了，很高興。」
除此之外，之前鼠蹊部有傷的艾文舒伯特也同日
歸隊，對此勒邦占士賽後說：「我們就快要回到應
有的狀態，賽前在走道上我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
艾榮缺席 6 個月後回來感覺真好，我知道他很興
奮。」

安東尼戴維斯帶病贏波

談及傷病，亦要順帶一
提，鵜鶘主將安東尼
戴維斯帶病上陣

火箭提名姚明入名人堂

美 國 媒 體 《FOX
26》昨日獲消息來源
指出，前火箭當家中
鋒、中國「移動長
城」姚明，已被球隊
正式提名入選 NBA
名人堂。「這很令人
驚奇，也很興奮、緊
張。」目前人在北京
的姚明透過電話表
示，「這就像再一次
在選秀會上被火箭隊
選中一樣。」
■中國
「移動長城」
姚明。
中新社

紐約人球員狂歡後被竊
■安東尼戴維斯
安東尼戴維斯((右)帶病上陣
帶病上陣。
。美聯社
之下，作客帶領球隊以 130:125 擊碎金塊，取得近 3
戰第2勝。
安東尼戴維斯原本今仗料因病無法上陣，但他在
賽前先打了兩針勉強披甲，結果首節他已獨取 19 分
之多，協助球隊以36:31領先。但安東尼戴維斯之後
發覺藥力未夠，在比賽中途退下火線再補兩針，而
這段時間球隊卻被金塊乘勢反超前。到了第4節，安
東尼戴維斯終於能重新返回戰場，結果鵜鶘得以反
勝 130:125。安東尼戴維斯賽後談到身體狀況時表
示，「病很嚴重，但是我盡力想回到比賽中，幫助
球隊取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紐約人球員威廉士早前在夜店狂歡，後來邀請
一群朋友到他在曼哈頓的公寓，繼續尋開心，包
括兩名他從夜店帶回的女子；結果，威廉士第二
日起身後，發現價值 75 萬美元的珠寶不翼而
飛。據執法消息人士表示，懷疑兩名女子從衣櫃
裡的手提箱偷走珠寶。

傑特做臀部手術暫離隊

公鹿主帥傑特將被迫在今周接受臀部手術，手
術後的歸期不定，助教普倫迪將會成為臨時代理
主帥；而據《ESPN》報道，有接近消息人士指
出，公鹿方面希望傑特可於養傷四至六個星期
後，於2月復出。

首位狀元下放發展聯盟

據《CBS 體育》昨日報道，2013 年的選秀
狀元賓尼特，已經被暴龍下放至發展聯盟的
附屬球隊暴龍 905，而賓尼特成
為 NBA 歷史上首位被下放至
發展聯盟的選秀狀元。
■記者 梁啟剛

NBA 常規賽周日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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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獲年度體育人物稱號
梅利
在幫助英國隊歷史性地奪得戴維斯盃男子網球團體賽冠軍後，英國
網球名將梅利昨日被評選為 2015 年 BBC 年度體育人物，這也是這位現
世界排名第二的網球選手，繼2013年後第二次榮膺這一獎項。
在 11 月舉行的 2015 年戴維斯盃男子網球團體賽決賽中，梅利戰勝了
比利時隊頭號選手戈芬，幫助英國隊以總比分 3:1 擊敗比利時隊。英國
隊因此時隔 79 年再次奪得戴維斯盃網球賽冠軍。這也成為梅利獲得本
次獎項的最重要原因。
「我沒有預料到自己會得獎，我非常榮幸能從眾多優秀的運動員中
脫穎而出，」梅利在頒獎儀式上說，「這是一次五年的征程，我們曾
經跌落到谷底，但現在我們是世界第一。這是我從未預料到的。」
梅利在今年選舉中得到 35%得票，力壓已退休的欖球名將冼菲
特及在 8 月贏得七項全能世界冠軍的女子田徑好手恩妮絲。此外，
帶領北愛爾蘭足球隊殺入來年歐國盃決賽周，結束 30 年大賽荒的
奧尼爾，獲選為全年最佳教練。

吳安儀出席 瘋狂集郵
另外，是次頒獎禮更邀請了香
港「世界 cue 后」吳安儀出席，身
穿白色裙的她，並成功捕獲多位
星級名將，瘋狂集郵拍照；吳安
儀與一眾英國體壇明星合照的包
括有桌球名宿「眼鏡蛇」丹尼斯
泰勒、應屆世界桌球冠軍冰咸、
年度風雲人物亞軍欖球巨星冼菲
特、季軍七項全能世界冠軍的女
子田徑好手恩妮絲等等。
■吳安儀獲邀出席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網上圖片

■梅利被評為年度體育人物
梅利被評為年度體育人物。
。

三連霸
上圖左的香港青年軍，近日在亞洲 19 歲以下青少年欖球
錦標賽決賽中狂風掃落葉般大勝東道主新加坡61:10，締造
「三連霸」，並藉此獲得明年在津巴布韋舉行的世界青年
欖球盃參賽權。
■網上圖片

■艾榮
艾榮((右)突破對手
突破對手。
。 路透社

明年巴西奧運場地舉行之里約國際帆船賽昨日
圓滿結束，港隊靠陳晞文與猛將爭逐後，勇奪女
子 RS:X 風帆銀牌，無疑對她進軍明年里奧注下
強心針；雖然在前哨戰獲得好成績，但陳晞文賽
後坦言，對自己今次比賽發揮，略嫌不足，而港
隊教練陳敬然認為，今戰對陳晞文是很好的挑
戰，可以訓練她在壓力下作賽。
港隊今次比賽只派出女子隊角逐，由於比賽是
2016 年巴西奧運前最後一項讓選手適應比賽場地
的賽事，因此吸引 7 位世界排名頭 10 名之內的頂
尖帆手出戰。今次賽事，於每小時 7 至 15 海里風
速下進行，水流亦有點亂。賽畢 13 場比賽後，陳
晞文勇奪 3 冠、1 亞及 3 季，扣除最差一場成績
後，以總積分 57 分屈居亞軍，跟冠軍、英國選手
相差 4 分，但拋離第三名的西班牙選手、倫敦奧
運銅牌得主阿巴奧妮娜共14分之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陳晞文在比賽中
陳晞文在比賽中。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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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維望出戰東京奧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空
手道目前列入了 2020 年東京奧運會
推薦的五個比賽項目之一，一旦列
為奧運項目，屆時已 32 歲的香港好
手李嘉維希望，可以踏上比賽的四
方地墊上。
李嘉維這位 2010 年廣州亞運銅牌
及去年仁川亞運銀牌得主，希望東
京奧運會順利通過空手道成比賽項
目，自己屆時會繼續以運動員的身
份出戰；他笑言：「自己是主動型
打法的選手，2020 年自己會是 32
歲，在國際上仍有此年長的選手出
賽，在實戰經驗會很豐富，但出手
一定不及 19、20 歲的少年選手般快
捷靈活，屆時仍取得代表資格，會
在比賽技術上要調整。」
2020 年東京奧運組委會早前已經
宣佈，已正式建議在該屆奧運加入
棒壘球、空手道、滑板、運動攀爬
及滑浪五項新比賽項目。

陳晞文摘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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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連線
傅家俊闖德國大師賽正賽
香港桌球手傅家俊
昨日於德國大師賽外
圍賽次圈賽事，打出
兩杆「破百」，以 5:
1 擊敗中國內地新星
于德陸，強勢打入明
年 2 月舉行的正賽 32
傅家俊在比賽中。
。 新華社
強 ， 為 2015 年 劃 下 ■傅家俊在比賽中
完美句號。至於「火
箭」奧蘇利雲及中國的丁俊暉，分別以 3:5 不敵卡靈頓以及 3:5 不敵
田鵬飛，無緣晉級。

活士欠贍養費 豪宅恐不保
據美國網站昨日報道，前高爾夫球王活士於 2009 年爆發性醜聞不
久與艾琳離婚，兩人當時協議，活士必須在 6 年內付給艾琳 1.1 億美
元贍養費，最後期限是下個月 15 日，距今只剩 3 周，但活士至今還
有 5450 萬美元沒付，依照協議，如果活士沒付清，其在朱比特島的
豪宅就歸艾琳所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李嘉維望打至東京奧運
李嘉維望打至東京奧運。
。 潘志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