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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明星後衛祖莊遜終定去
向，決定轉投另一支東岸球隊熱
火，而熱火班主阿里遜上周六已
在社交網站宣佈有關消息，並歡
迎這名老將加盟。
祖莊遜被網隊裁掉後，受到騎

士、鷹隊和熱火等球隊垂青，最
終這名 34 歲老將決定選擇熱
火。阿里遜在社交網站說：「歡
迎來到熱火國度，祖(莊遜)。期
待明日在MSG(麥迪遜廣場公園
球場)見你與你的熱火隊友。」
熱火將於美國時間周日作客紐約
人。
熱火後衛韋迪在球隊作客以

89:101不敵塞爾特人後表示：
「祖(莊遜)是我的朋友，我嘗試
去盡力讓他覺得決定正確以及邁
阿密是一處好地方。」

安祖米拿加盟馬刺
另外，木狼老後衛安祖米拿與

木狼解約後僅2日，據其經理人

證實，這名球員將會加盟馬刺。
由於馬刺的球員名單已滿，預料
後衛麥戈林將被犧牲，以便騰出
空位予安祖米拿。安祖米拿在
NBA征戰第17個球季，今季為
木狼上陣26場，平均每場上陣
10.8分鐘，貢獻3.4分和2.2次助
攻。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NBA常規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騎士 對 溜馬
巫師 對 76人
塞爾特人 對 爵士
公鹿 對 火箭
金塊 對 灰熊
●帝王 對 雷霆
快艇 對 網隊

NBA常規賽周六賽果
塞爾特人 101:89 熱火
鵜鶘 110:112 木狼
公牛 95:103 拓荒者
火箭 94:104 馬刺
公鹿 91:102 活塞
雷霆 118:121 勇士
太陽 111:106 灰熊
爵士 96:98 網隊
○now678台8:00a.m.直播
●now678台11:00a.m.直播

F1「掌舵人」艾利斯通上周六透露，由
於技術問題，新排位賽制將延遲出台，預
料在第5站的西班牙格蘭披治賽才正式實
行。
F1新賽季將於3月20日在澳洲展開，日
前國際汽聯宣佈今季將會採用新排位賽
制，然而計時系統軟件需要作出調整，預
料無法在揭幕戰趕及實施。艾利斯通的F1
管理公司負責處理計時軟件，將附有熒幕
圖像及數據，他解釋說：「如果嘗試要恰
當的向公眾解釋新排位賽制，不只是就此
說『最後一名會被淘汰』。」由於未能趕
及在揭幕戰採用新賽制，艾利斯通表示預
料將押後至5月的西班牙站才正式實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張家朗亞青劍擊賽摘金
香港劍擊隊

在沙特阿拉伯
舉行的亞洲青
少年錦標賽贏
得 5 枚 獎 牌
後，隨即轉戰
巴林，繼續出
戰亞青賽次部
分賽事，吳諾
弘在少年組男
子花劍勇奪銅牌後，張家朗在青年組男子
花劍決賽不負眾望，以15:11擊敗新加坡
選手摘金，而港隊在少年組男子花劍團體

亦順利奪金，連同在少年組女子重劍團體
及少年組女子花劍團體的1銀1銅，2日已
進賬2金1銀2銅。 ■記者蔡明亮

鄭俊樑 盧善琳料可征奧
滑浪風帆RS:X世界錦標賽上周六在以

色列埃拉特結束，唯一躋身獎牌戰的盧善
琳最終取得第7名，在女子組總成績以第8
名完成，而鄭俊樑則在男子組總排名第29
位，僅僅力壓第31名的隊友梁灝雋。世錦
賽結束後，亦意味着港隊奧運選拔結果快
將出爐，目前鄭俊樑與盧善琳分別在男、
女子組成績最好，預料大有機會代表港隊
出戰里約奧運。 ■記者蔡明亮

史提芬居里在第3節被雷霆後衛韋斯布魯克弄至扭
傷足踝，一度離場6分鐘治理，不過咖喱仔重返

賽場後持續大勇，全場共投進12個3分球，追平高比拜
仁和馬梳爾保持的單場最多3分球紀錄，今季累積射入
288個3分球，刷新個人保持的單季最多3分球紀錄，
並成為NBA史上首名第5次單場射入10個或以上3分
球的球員，亦是連續2場比賽命中10個或以上3分球的
史上第一人，而連續3場得分超過40分，也是咖喱仔個

人最佳成
績。
在加時

完場前0.6
秒，史提
芬居里又
射入一記
超遠 3 分
球，絕殺
雷霆，賽
後咖喱仔
說：「老
實說，我
不知道自
己確實的
位置，所

以我不是在校準何時出手，只是我有種感覺──我投進
過很多次，在剛過半場及運球時間不多的情況下，自然
希望在防守球員走近時投籃。」
勇士後衛基利湯遜直言對居里再次射入超遠3分球已

見怪不怪：「在這更衣室內的每名球員，一直看他每日
從這個距離練習，這個距離是我未曾見過，他看來好像
不費功夫便能射入。」

300個3分球指日可待
今季史提芬居里已投進288個3分球，在餘下25場常

規賽，達到300球大關可謂指日可待，對此咖喱仔續
說：「我從沒想過在球季的這個階段能接近300球，對
我來說這不合常理。」
史提芬居里的表現不僅令雷霆球員臣服，就連多名

NBA球員也紛紛在社交網站上表示驚嘆，直指咖喱仔
勁到「不是人」，地位直逼「神級」，而湖人名宿「魔
術手」莊遜更指居里如能在4至5年內保持目前的水
準，有機會成為史上最偉大的球員。

助勇士2月鎖定季後賽資格
勇士在史提芬居里帶領下，目前58戰錄得53勝5

負，由於火箭同日在主場以94:104不敵馬刺，勇士宣
佈繼1987/88年球季的湖人後，成為首支在2月便已鎖
定季後賽資格的球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黃大仙護級現曙光 流浪勢危

表現雷霆萬鈞表現雷霆萬鈞 單場連創五紀錄單場連創五紀錄

居里居里地位
直逼直逼神神級級

勇士後衛史提芬居里(咖喱仔)再有不可思

議的表現，在上周六作客雷霆的西岸大戰

中，即使在下半場一度扭傷，仍獨取全場最

高的46分，個人投進12個3分球，追平單場

最多3分球的聯盟紀錄，其中在加時完場前

0.6秒射入一記逾30呎的超遠3分球，最終

帶領勇士以121:118驚險反勝雷霆，並成為

今季首支鎖定季後賽資格的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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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男網球手華連卡上周六在迪
拜錦標賽決賽，以總盤數2:0力挫
塞浦路斯的巴格達迪斯，贏得個人
今年第2個冠軍，也是連續第9次
在決賽中獲勝。
華連卡耗時1小時55分鐘，最終

以6:4和 7:6的盤數擊敗巴格達迪
斯，繼清奈賽後，贏得個人第2個
冠軍，並成為繼費達拿、拿度、
祖高域和夏斯後，第5名現役
球手至少連續9次在決賽中獲
勝。
華連卡賽後說：「這是

美好的一周，開始時我
遇到困難，但是我
盡力提升自己，
即使我並不在最佳
狀態。我很開心能夠
再贏得一個冠軍，這
種感覺太棒了，而且
我的表現很棒。
這場決賽並不好
打，每次跟他交
手 都 是 這 樣 艱
難。」

拿華路世界排名升上第6
另外，西班牙女球手拿華路上周

六以1:6、6:4和6:4的盤數，逆轉
18歲小將奧斯達賓高，贏得卡塔爾
公開賽冠軍，這亦是拿華路職業生
涯第2個WTA冠軍。拿華路奪冠
後，下周的女單世界排名將升至職
業生涯新高的第6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張家朗大熱奪金張家朗大熱奪金。。

■■杜蘭特(左)阻截居里射3分球。 路透社

■■羅勳奴為傑志首開紀錄羅勳奴為傑志首開紀錄。。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新排位賽制料最快5月實施。 資料圖片

■■祖莊遜決加盟熱火。資料圖片

■■史提芬居里史提芬居里((左左))射入奠勝射入奠勝33
分球後表現興奮分球後表現興奮。。 美聯社美聯社

■■基利湯遜基利湯遜((左左))有有
3232分進賬分進賬。。 法新社法新社

■■華連卡親吻獎盃華連卡親吻獎盃。。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郭正謙）標準流浪昨
日在旺角大球場面對傑志，雖然一度追成平手，不過
在打少1人下，最終以1:2落敗，全失3分，相反灝天
黃大仙則打開勝利之門，在頭場以2:1反勝冠忠南區，
護級出現曙光。
標準流浪今仗有新加盟的韓籍外援池慶訓正選披

甲，不過球隊先告失守，僅16分鐘，傑志憑羅勳奴的
十二碼先開紀錄。戰至下半場，傑志被流浪外援莫斯
奧的頭槌扳平，可是這位入球功臣其後因拉起球衣慶
祝，結果被罰「兩黃一紅」離場。
打多1人的傑志隨即換入2名前鋒展開狂攻，終於在

81分鐘再度領先，流浪門將保羅「甩手」，讓艾力士
的頭槌漏入網窩，最終傑志在驚濤駭浪下以2:1擊敗標
準流浪，全取3分後仍保持爭標希望，相反流浪再失3
分，僅憑得失球領先榜尾的灝天黃大仙，護級形勢未
許樂觀。
流浪總監李輝立賽後猛烈抨擊隊中外援表現：「莫

斯奧的紅牌非常愚蠢，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球員，這
種錯誤難以接受，隊中外援的表現拖累了全隊發揮，
浪費了其他球員的努力。」對於球隊護級壓力，李輝
立則頗為不以為然：「球隊今仗絕對值得取回1分，
失分了，唯有之後更加努力，在香港有錢就有辦法搞
足球，我不認為有什麼護級壓力。」

頭場方面，黃大仙在完場前的「黃金10分鐘」，憑
藉2名後備外援艾華頓及安達的頭頂腳踢入球，最終
以2:1反勝冠忠南區，在主場斧山道運動場530名球迷
見證下，戰至第11場港超聯賽終響勝鼓。黃大仙與流
浪目前同得6分，護級出現曙光。

黃大仙最後10分鐘反勝
賽後遭球員淋濕身一起慶祝的黃大仙教練招重文開

懷地說：「這場勝利早就應該來臨，目前未算遲。我
們無分正副選，今場勝利是屬於全隊。」他更點名讚
揚楊賜麟，證明他是有擔任隊長的能力和承擔。黃大
仙在聯賽開齋後，會方即時宣佈贏波獎金為1千元，
而贊助商灝天金融或會再加碼。
上半場補時階段，杜馬思接應陳湛羲在右路開出的

角球，頭槌攻門得手，協助冠忠南區以1:0領先上半
場。完場前6分鐘，艾華頓接應隊友妙傳，突破冠忠
南區防線射破謝德謙十指關，替主隊追成1:1平手。5

分鐘後，楊賜麟後場搶球後助攻，安達在禁區頭槌破
網，為灝天黃大仙後來居上，以2:1反勝冠忠南區。
另外，南華今日在將軍澳運動場迎戰香港飛馬，門

票分80元、長者及學生特惠票30元兩種。

■■艾華頓艾華頓((右右))為黃大仙追平為黃大仙追平。。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第59屆體育節昨日假沙田
大會堂廣場舉行開幕典禮，
活動於3月至6月期間舉行，
港協暨奧委會將與60多個體
育總會在全港各區舉辦約80
項多元化的體育活動，供不
同年齡和性別的巿民參加。

體壇連線

體育節體育節

華連卡迪拜賽稱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