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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拜仁周日完成職業生涯對戰公牛的最後一
仗，最後一次在芝加哥聯合中心球場披甲及面對昔
日湖人隊友加素，個人投進全隊最高的22分，雖然
未能為湖人取得勝利，作客以115:126敗陣，不過高
比還是獲得主隊球迷起立致敬，而公牛後衛羅斯更
直指這名湖人球星是其年代的米高佐敦。
公牛在開賽前特別剪輯一段影片向高比致敬，全

場球迷也起立拍手，並大叫「高比、高比」。對於
即將退役的高比，公牛眾將毫不吝嗇讚美之詞，羅
斯直指對方如同其年代的米高佐敦，昔日曾與高比
在湖人贏得2屆總冠軍的加素則說：「不是太多球員
在這聯盟可打足20年，尤其是他每晚都是如此具侵
略性。」
高比賽前自爆在2004和07年曾有機會轉投公牛，

可是最終也沒有成事，而最後一次在聯合中心場館
比賽，高比感觸良多，他坦承與其他城市相比，在
這裡獲得的尊崇是與別不同，因為這是其偶像米高
佐敦長時間効力的球隊。他說：「自首次在這裡比
賽，每場的感覺都不同，能夠感受到這個場館的激
情、總冠軍及其歷史。」
羅斯與摩亞是役各有24分進賬，連同加素貢獻21

分，合力為公牛擊退湖人，讓高比對公牛的最後一

役留憾。

路夫大勇破雷霆
另外，騎士前鋒路夫在新帥路爾麾下越打越好，

周日摘得全場最高的29分，率領騎士作客以115:92
大破雷霆。騎士後衛艾榮因感冒，在首節提早退下
火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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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二賽程
(本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客隊
76人 對 魔術
●巫師 對 鵜鶘
○金塊 對 帝王
爵士 對 火箭
拓荒者 對 網隊

NBA常規賽周日賽果
活塞 106:111 鵜鶘
雷霆 92:115 騎士
金塊 101:121 塞爾特人
太陽 111:118 馬刺
網隊 96:104 黃蜂
魔術 102:105 溜馬
速龍 98:85 灰熊
小牛 129:103 76人
公牛 126:115 湖人
拓荒者 115:111 爵士
●now635台8:00a.m.直播
○now678台10:00a.m.直播

高比高比：：芝加哥與別不同芝加哥與別不同

「火箭」奧蘇利雲周日在威爾斯桌球公開賽
決賽，曾一度陷於落後2:5局數的劣勢，可是這
名40歲名將展現其5屆世界冠軍本色，一口氣
連贏7局，上演驚天大逆轉，最終以總局數9:5
反勝澳洲球手羅拔臣，第4次贏得威爾斯賽冠
軍，捧走6萬鎊獎金，職業生涯排名賽冠軍累
積至28個，升上史上並列第2位。
奧蘇利雲在季初休息了數月，小休復出後狀

態大勇，2016年已連贏19場比賽，一舉拿下大
師賽和威爾斯賽冠軍，今次第4次掄元追平了
希堅斯創下的最多冠軍賽事紀錄，同時以28個
排名賽冠軍，趕上希堅斯和史提夫戴維斯，並
列史上最多排名賽冠軍第2位，僅落後「桌球
皇帝」亨特利8項錦標。

「寸嘴」指對紀錄不感興趣
奧蘇利雲賽後保持其一貫「寸嘴」說：「紀

錄不會讓我感到煩擾，我真的對此不感興趣，
我只對享受比賽感到興趣，即使我輸掉決賽，
今周仍是過得很棒。」奧蘇奪冠後，世界排名
將上升1級至第4位，並順利躋身下月在倫敦舉
行的世界格蘭披治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港隊「零的突破」
陳銘泰跳遠摘銅
亞洲室內田徑錦標賽周日在卡塔爾多哈

落幕，港隊在最後一日比賽終實現「零的
突破」，陳銘泰在男子跳遠決賽最後一
跳，錄得7米85的成績，收穫銅牌，為港
隊進賬今屆賽事唯一的獎牌。港田徑隊7人
大軍今日下午返港。 ■記者蔡明亮

法青少年乒球賽
U15港女將奪金銅
香港15歲以下(U15)乒乓球代表李嘉宜及

黃芊柔周日在梅斯舉行的法國青少年公開
賽，在女雙決賽拍檔以總局數3:1擊敗俄羅
斯組合衝贏金牌，而在女單4強賽事雖然分
別不敵法國球手及日本球手，但仍雙雙獲
得銅牌。 ■記者蔡明亮

「一眉」
得分創隊史拔活塞
「一眉」前鋒安東尼戴維斯周日迎來

偉大一役，全場34次起手命中24球，
獨取59分和20個籃板球的「雙雙」成
績，打破13年前馬殊本保持的隊史最高
得分紀錄(50分)，以一己之力帶領鵜鶘
作客以111:106力挫活塞。安東尼戴維
斯賽後說：「這真的很有趣，因為籃框
看起來很大，感覺我的每個投球都會
入。我沒有留意到我的得分，但隊友在
暫停時告訴我，他們希望我拿下 60
分。」 ■記者蔡明亮

華利祖
親證自由身加盟勇士
早前被騎士交易至拓荒者、其後再被

裁掉的巴西前鋒華利祖，周日證實將以
自由身加盟衛冕總冠軍勇士，據報該名
33歲球員與勇士在餘下賽季簽下一紙老
將最低薪合約。由於勇士中鋒保格及伊

斯利分別受
到跟腱和膝
傷困擾缺
陣，令勇士
急需增補一
名內線球
員，結果與
華利祖一拍
即合，不過
勇士的球員
名單已滿，故需要放棄一名球員，騰出
位置予新兵華利祖。 ■記者蔡明亮

魯域斯基
史上總得分第6位
小牛前鋒魯域斯基在周日主場對76人

的比賽中，拿下18分，不僅協助球隊以
129:103撞倒76人，個人職業生涯總得
分突破2.9萬分，聯盟史上總得分位列
第6位。魯域斯基賽後說：「這意味着
你(我)在聯盟打滾了一段很長、很長的
時間，在這裡投進不少球。我很幸運能
長久効力這支球隊，而且大部分時間沒
有受傷。」魯域斯基自1998/99年開
始，効力小牛已第18個球季，目前總得
分累積至29,008分。 ■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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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治F1車隊周日揭開2016年賽季
新戰車「W07」的神秘面紗，車隊技
術總監路維指新戰車作出了多個「小
改革」，希望藉此可為車隊實現「三
連霸」。

網上圖片

有「壞孩子」之稱的澳洲20歲男
網球手基治奧斯，周日在馬賽公開
賽決賽，以6:2和7:6的盤數擊敗克
羅地亞球手施歷，贏得個人職業生
涯首個ATP冠軍，男單世界排名將
上升至第41位。 美聯社

新車面世 澳男開齋

■路夫(左)與雷霆前鋒杜蘭特鬥法。 法新社

■■陳肇麒陳肇麒((右右))誠心上誠心上
香求好運香求好運。。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黃芊柔(左3)與李嘉宜(右3)
站在頒獎台最高位置。

乒總圖片

■■陳銘泰為港田徑隊贏得唯一
獎牌。 田總圖片

■■華利祖可彌補勇士內線
不足。 美聯社

■■高比高比((右右))最後一次與加素同場比賽最後一次與加素同場比賽。。 法新社法新社

■■安東尼戴維斯安東尼戴維斯
如飛將軍般雙手如飛將軍般雙手
入樽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魯域斯基魯域斯基((左左))
總得分突破總得分突破22..99
萬分萬分。。 美聯社美聯社

■■奧蘇利雲親吻奧蘇利雲親吻
冠軍獎座冠軍獎座。。

世界桌聯圖片世界桌聯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仰光
報道）南華日前凌晨抵達緬甸仰光
後，昨日在午練前按中國傳統習俗拉
隊入廟拜神，前往慶福宮的媽祖廟祈
福。陳肇麒(陳七)和梁興傑為球隊誠
心上香，陳七誠心祈求，希望獲得保
祐贏波而回，因為首場取得好開局可
振奮士氣。由於南華賽前缺少防守主
力陳偉豪，加上今仗作客比賽，主守
是唯一選擇。
朱兆基和陳肇麒異口同聲地表示，

張志勇將要頂替陳偉豪，門將梁興傑
取代摩拉。季中加盟的朱兆基原以為
只會待在後備，但因卡路士有腳患，
球隊兵源緊絀，令朱兆基成為主力。
上場南華在聯賽遭元朗逼和，他表示
隊友背負很大壓力，踢得拘謹，今場
亞協盃如有上佳表現，甚至告捷，可
振奮全隊的信心。

梁子成膝傷
南華連日來增添多名「十字軍」，先

有陳偉豪再受傷，再有卡路士的腳部被
細菌感染住院，現在又有梁子成膝蓋受
傷，故球隊昨日決定入廟參拜。
南華昨日主要訓練防守，主帥米路

在登機前苦着口臉說：「陳偉豪證實
腳背骨裂，最少要休息3周，回復狀
態上陣估計也要1個月後，4月的足總
盃也未必趕及。」主隊仰光聯昨日黃
昏到場練習，主將只在冷氣房苦練體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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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傑志近年在亞協盃一直未能突破4

強，上屆亦8強止步，飲恨出
局。今屆傑志在亞協盃算抽得好籤，
與卡雅、馬爾代夫球隊拉迪恩及新加
坡的馬里士卡沙被編入F組，由於同
組對手普遍實力不強，晉級機會甚
濃。
傑志主帥加西亞表示對球隊未能晉
身亞冠盃感到可惜，不過有信心可於
亞協盃再作突破：「球隊今季為亞協
盃準備了很多，會以 8強為最低目
標，可是亦相信球隊可以躋身4強，
甚至走得更遠。」

羅勳奴適合地面踢法
為更上一層樓，傑志今季放棄前亞
協盃神射手巴倫古素，改以新援羅勳

奴肩負入球重責，輔以經驗豐富的佐
迪，希望加強攻力。佐迪表示經過一
輪磨合後，與羅勳奴已建立出默契：
「羅勳奴更能配合球隊的地面踢法，
亞協盃是我們今季的重點戰場，會爭
取一個好開始。」
加西亞亦強調不能輕視對手：「外

間認為我們抽得好籤，但不能因此掉以
輕心，我們對卡雅所知不多，相信對手
會是菲律賓球隊一貫的快速踢法，盡早
打開紀錄對我們而言很重要，不能重蹈
亞冠盃屢次失機的覆轍。」
卡雅主帥維拿連奴表示，知道傑志

是一支亞協盃常客，成績亦非常不
俗：「對於亞協盃，我們是初哥，今
仗雖然作客，不過我們仍然會力爭取
分數，希望踢出一場精彩比賽。」

主場展開亞協盃之旅

傑志誓挫卡雅傑志誓挫卡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近年一直希望於亞洲賽事創造佳

績的傑志，今晚8時在旺角大球場出擊，在亞協盃小組賽首戰面對

來自菲律賓的卡雅。傑志今季在本地賽事未見突出，球隊希望能

在亞協盃重振聲威，今仗將以最強鋒線轟炸對方。門票分收100

元、長者及學生特惠票30元兩種。(now670台今日7:50p.m.直播)

■■羅勳奴備受重用羅勳奴備受重用。。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林嘉緯林嘉緯((前前))
料復任正選料復任正選。。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卡雅主帥維拿連奴卡雅主帥維拿連奴((左左))
稱要盡力搶分稱要盡力搶分。。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