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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打職業13載終嚐到大滿貫
錦標滋味的德國女子網球手卻
芭，上月底於澳網登頂後，因不
欲隨身攜帶重達10公斤的獎盃
而選擇寄回歐洲，繼而發生寄失
事件，令她大為焦急。周二卻芭
報上喜訊，得悉獎盃原來身處波
蘭首都華沙，相隔約1個月終可
望完璧歸趙。
卻芭在多哈跟傳媒表示：「它

被留在華沙，但我想盡快取回
它，對這引頸以待。」據報獎盃
是在寄回其住所途中，滯留在必
經之地華沙。事實上，體壇冠軍
丟失獎盃不時發生，像中國球手
彭帥於2013年贏得溫網女雙冠
軍後，幾乎把獎盃遺留酒店，幸
好在登車時察覺到不妥，才及時
趕返酒店取回。

鄭賽賽登中國「一姐」
然而女單世界排名第2位的卻
芭周二在卡塔爾公開賽女單次
圈，遭排名低70位的「中國金
花」鄭賽賽以7:5及6:1的盤數爆
冷擊敗，於澳網登頂後首戰即告
敗陣，可謂非常尷尬。鄭賽賽憑
勝出今仗後的分數，於世界排名
超越另一「金花」張帥，成為中
國新「一姐」。
當日亦是較高排名球手的災難

日，2號種子、羅馬尼亞的夏莉
普以總盤數1:2不敵俄國球手維
絲妮娜，而捷克的莎花洛娃也被
土耳其代表貝卡姬以直落兩盤擊
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床蝨酒店向艾榮道歉
俄克拉荷馬城

的希爾頓酒店周
二向騎士球星艾
榮致歉，因日前
被床蝨狂咬，令
其難以入眠。艾
榮在對雷霆只打
了9分鐘，雖然
騎士仍能擊敗雷
霆，不過騎士各
人恍像患上感冒
似的，表現一
般。艾榮及後解
釋是被酒店房內

的床蝨弄得不適，結果要到沙發休息，導
致睡眠不足兼背脊痛。酒店方面已把肇事
房間進行清潔。 ■記者 鄺御龍

馬克加素本賽季報銷

卻芭澳網獎盃波蘭尋回
打爛球拍
瑞士男網球

手華連卡周二
在迪拜錦標賽
次圈賽事，在
失掉1分後打
爛球拍洩憤，
不過華連卡最
後還是以總盤
數 2:1 力挫烏
克蘭球手史達
高 夫 斯 基 晉
級。 法新社

NBA速報
禾爾「大三元」擒鵜鶘
憑着禾爾今季

第 2 次「大三
元」，巫師在周
二以109:89力克
鵜鶘，亦是前者
自全明星賽短休
期後4仗中的第
3場勝利。禾爾
當 天 拿 到 16
分、12個籃板球
和 11 次助攻，
而巫師於第3節
取得 31:14 的大
差距分數成為致
勝關鍵。至於鵜鶘主將安東尼戴維斯則只
有9分，表現遠不及上場擊敗活塞時的59
分。 ■記者 鄺御龍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魔術 對 勇士
塞爾特人 對 公鹿
鵜鶘 對 雷霆
太陽 對 網隊
○拓荒者 對 火箭
爵士 對 馬刺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主隊 客隊
76人 115:124 魔術
巫師 109:89 鵜鶘
金塊 110:114 帝王
爵士 117:114 火箭
拓荒者 112:104 網隊
●now635及678台8:00a.m.直播
○now678台11:30a.m.直播

體壇連線

東方季初以「盡收天下兵
器」的姿態重金簽入多

名球員，而球隊的成績亦證明
投入絕對物有所值。一對防守
主力基藍馬及法圖斯季中相繼
離隊，轉戰內地球壇，不過東
方改以進攻為上的踢法後更具
侵略性，基奧雲尼等前鋒受惠

於進取踢法下，於
下半季重生，球隊
最近更簽入澳洲進

攻球員美亞，希望繼續加強進
攻，在賽季衝刺階段以進攻輾
壓對手。

愛球場外港式生活
現年29歲的美亞曾効力澳

職布里斯本獅吼及印度球會亞
達納邦，能勝任中前場多個位
置，他表示久聞香港是個先進
的國際大都會，因此當機會來
到，毫不猶豫選擇加盟東方：
「我一直很期待能夠來到香
港，到這裡後果然和我想像中
一樣，我喜歡在操練以外的時
間，坐港鐵到處遊覽，而隊友
亦不時帶我去品嚐美食，我在
這裡生活得很開心。」
東方貴為港超最財雄勢大的

球隊，隊內競爭非常激烈，美
亞表示已準備好接受挑戰：
「來香港前，我已有心理準備
會面對激烈競爭，尤其是隊中

的進攻球員質素甚高，不過我
對自己的實力很有信心，我相
信自己可以為球隊帶來不同的
貢獻，成為隊中不可或缺的一
員。」

希望擔當「10號仔」
相比入球，美亞表示自己更

擅長造就隊友，最希望擔當隊
中「10號仔」的位置：「我喜
歡為隊友送上助攻，隊中有2
名非常出色的前鋒，巴域斯及
基奧雲尼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前
鋒，我相信再經過幾場比賽，
摸熟他們的特性後，球隊的進
攻威力將更強。」
東方今季進攻多由側擊發

動，徐德帥、李康廉及勞高等
翼鋒是球隊的進攻泉源，可惜
鞠盈智長期養傷，令東方中路
進攻缺少一個選擇，美亞的到
來正好可以加強東方的中路威

脅，令整體進攻更加立體。
主帥陳婉婷認為美亞有力成

為球隊爭冠的關鍵一員：「美
亞很擅於與隊友合作，他的加
盟肯定可以增加球隊進攻板
斧，尤其是及後大多球隊面對
我們時會屯重兵於後防，美亞
有助撕開對手的防守。」

鞠盈智長期養傷鞠盈智長期養傷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東方今季於本地賽事罕逢敵東方今季於本地賽事罕逢敵

手手，，銀牌冠軍到手後銀牌冠軍到手後，，目標直指目標直指「「五冠王五冠王」，」，雖然季中有一雖然季中有一

對後防主力離隊對後防主力離隊，，不過球隊以攻代守不過球隊以攻代守，，效果更佳效果更佳，，新加盟的新加盟的

澳州外援美亞亦是進攻好手澳州外援美亞亦是進攻好手，，在中場在中場「「指揮官指揮官」」鞠盈智長期鞠盈智長期

養傷下養傷下，，美亞有望成為這支港超美亞有望成為這支港超「「銀河艦隊銀河艦隊」」的新舵手的新舵手。。

■卻芭爆冷出局。 新華社

■盧善琳演出穩定。
世錦賽官方圖片

■ 禾 爾 取 得 「 大 三
元」。 路透社

■港劍擊隊在亞青賽暫奪
得1金3銀1銅。

■美亞(左二)被主帥視為爭標關鍵球
員。 郭正謙攝

■美亞喜歡助攻隊
友。 郭正謙攝

■美亞與隊友相處融
洽。 郭正謙攝

■艾榮(右)日前對雷霆
只上陣9分鐘。 美聯社

■馬克加素手術成功。 美聯社

灰熊的西班牙中鋒馬克加素近日接受
手術，醫治本月初造成的右腳骨折問
題，復原需時，故在周二已獲球隊確認
本賽季經已報廢。據報「小加素」於上
周六的手術相當成功，預計要長時間來
完全康復，所以灰熊已讓他留待來季復
出，但有關方面並未透露「小加素」能
否替西班牙征戰今夏里約熱內盧奧運
會。 ■記者 鄺御龍

籃總新球季票價加幅大
香港籃球總會近日在官方網站宣佈調整新球季

票價，在灣仔修頓室內體育館舉行的比賽，門票
由原來的40元加至50元，增幅高達25%，長者
及學生優惠票維持30元不變；而在新伊利沙伯體
育館上演的比賽由原來的60元增至80元，升幅
逾3成。至於在修頓室內體育館進行的男子高級
組銀牌決賽爭奪戰及所有甲一聯賽季後賽，門票
分別加至80元及優惠票50元，新票價在3月正式
生效。 ■記者蔡明亮

盧善琳RS:X世錦賽升至第5
滑浪風帆RS:X世界

錦標賽周二續在以色
列埃拉特舉行，香港4
名代表以盧善琳的成
績最好，經過周二的2
場比賽後，目前在總
成績上升 1 級至第 5
位，而陳晞文則位列
第12位。男子方面，鄭俊樑及梁灝雋完成3場比
賽後，在總成績則分別排在第16位及第37位。

■記者蔡明亮

港劍擊隊亞青賽暫奪5獎牌
香港隊正參加由沙特

阿拉伯及巴林合辦的亞
洲青少年劍擊錦標賽，
而在沙特舉行的賽事已
完成，港隊在少年組及
青年組的男子重劍及佩
劍項目中，暫時贏得1金
3銀1銅，其中麥浩寧、
李澤峰、陳朗禧及何韋樂在少年組男子佩劍團體賽決
賽以45:38擊敗韓國，摘得港隊首金。 ■記者蔡明亮

標準流浪晉菁英盃準決賽
標準流浪昨晚在將軍澳運動場上演的菁英盃A

組賽事，憑比圖及安力圖的入球，以2:0勝冠忠
南區，成功以次名躋身準決賽，將與B組首名晉級
的香港飛馬爭奪決賽資格。 ■記者蔡明亮

損兵折將兼輸波損兵折將兼輸波 南華亞協盃出師不利南華亞協盃出師不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仰光報道）南
華在亞協盃分組賽出師不利，昨日作客緬甸在
打多1人下，以1:2不敵仰光聯，前鋒陳肇麒
(陳七)賽後打出「危險牌」，強調爭奪首名出
線變得被動，未來3場主場賽事必須全勝，拿
足9分。
南華昨午在攝氏36度酷熱天氣下作客出戰

亞協盃G組賽事，面對只餘10人應戰的仰光
聯圍攻不果，最終以1:2飲恨，賽後陳肇麒表
示對未能勝出有點失望，尤其在54分鐘，主
隊的殷奧雲「兩黃一紅」被逐出場後，球隊
在人多打人少、左右兩邊空襲也無法取得入
球下，感到失望。己隊遭追平後，信心頓
失，下半場再失1球，即使最後圍攻也無法追
平，必須好好檢討及盡快改善，未來每場主
場都要贏，如果爭取不到首名出線，次圈只
能作客，失去主場之利甚為吃虧。
南華主帥米路賽後同告表示失望，而艾華在

十多分鐘便傷出亦打亂部署。天氣酷熱，加上
有多名主將缺陣影響實力，故對球隊攻勢已感
滿意，但對落敗感到傷心，有信心主場可贏回
仰光聯。

艾華早段傷出打亂部署
南華在上半場13分鐘便告折將，艾華在禁

區被主隊球員撞倒博得十二碼，可是其左膊壓
傷，被迫退下火線，成為今仗的轉捩點。澳洲
外援賴恩格菲斯負責主射十二碼，雖然遭仰光
聯門神費蘭度拍橫，但賴恩上前補射入網，為
南華領先1:0。4分鐘後，仰光聯的喬高高在右
路單刀射遠柱追成1:1。
易邊後，賴恩格菲斯錯失2次射門機會，結

果被主隊在48分鐘由前鋒費南迪斯射成2:1。
54分鐘，仰光聯有殷奧雲被逐，被迫踢少1
人，不過主隊球員憑藉出色防守，令南華無功
而還，在主場全取3分。

■南華球員在場邊飲水。 潘志南 攝

■米路(左)與賴恩格菲斯對賽果感到失望。
潘志南攝

■賴恩格菲斯為南華首開紀錄。 潘志南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