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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速龍 100:119 雷霆
熱火 110:99 網隊
木狼 121:116 太陽
公牛 100:102 鷹隊
鵜鶘 99:91 紐約人
灰熊 87:101 馬刺
金塊 88:97 小牛
爵士 123:75 湖人
拓荒者 105:93 帝王
快艇 114:90 塞爾特人

NBA常規賽周三賽程
(本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對 客隊

速龍 對 鷹隊
公鹿 對 太陽
木狼 對 快艇
灰熊 對 金塊
馬刺 對 鵜鶘
小牛 對 紐約人
●爵士 對 勇士
帝王 對 巫師
◎湖人 對 熱火

●now678台9:00a.m.直播
◎now635台10: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為準

昨天NBA常規賽，湖人球星
高比拜仁全場11投僅1中，加上
射入3個罰球，湖人最終以75:
123大敗給猶他爵士，平了隊史
上最大比分落敗的紀錄，而高比
亦遭逢職業生涯的最慘一敗。
賽前爵士主場播放了高比的
精彩回顧影片，片名為「愛與
恨，多謝你，高比拜仁」。影
片一完，高比隨着歡呼聲出
場。爵士今天也送給即將退休
的高比禮物，包含10年免費參
觀美國境內的所有國家公園，
以及滑雪相關產品和滑雪門票
等。本季是高比最後一季比
賽，他經常在客場收到對方準
備的禮物。湖人慘敗48分也追
平隊史輸最多分的紀錄，2014
年3月湖人面對快艇以94:142落
敗，當時同樣輸48分，打破輸
46分的隊史紀錄。

韋少平單月三雙紀錄
同日另一場，韋斯布魯克貢
獻了26分12次助攻和11個籃
板，幫助奧克拉荷馬雷霆作客
以119:100輕取多倫多速龍。這
是「韋少」在3月份的第7次
「三雙」，追平米高佐敦在
1989年4月創下的NBA球員單
月三雙次數最多的紀錄，同時
這也是韋少本賽季的第16次三
雙，差一次便追平「魔術手」
莊遜成為「三雙王」。

■中央社、新華社

今季李斯特城表現突飛猛進，已
在聯賽榜首放甩阿仙奴11分之

多，連北倫敦宿敵熱刺目前的排名也
比「阿記」高。而在歐聯亦連續第6
屆16強止步，足總盃更不敵弱旅衛冕
失敗，球隊今季又將「四大皆空」。
不少「阿迷」早已厭倦球隊連續數年
「英超第3或第4、歐聯16強出局」
的陪跑「循環宿命」，今季更出現了
呼籲雲加落台的標語。

「我下季仍在這裡」
對此，雲加不怕被批評，他說：「老
實說，我不介意球迷說什麼……球隊
贏波，他們就高興；球隊輸波，他們
就批評。作為領隊，最重要是執行能
力。」執教阿記廿年當中走過高山低
谷的法國「教授」強調：「我下季仍
會繼續留在阿仙奴，毫無疑問。我深愛
這裡，為球會奉獻出所有。我希望球迷
將來繼續能分享到這份愛。」

遭土國腳暗寸：巨星不當「兵」
有傳聞稱，雲加今夏將獲1.5億英

鎊用以擴軍，不過土耳其國腳阿
達杜倫的一番話，卻諷阿記難
以羅致到最好的巨星。去夏
從馬德里體育會轉投巴塞羅
那的杜倫說：「如果我踢得
幾好，我會去阿仙奴；但如
果我踢得很出色，我會投効
巴塞。」意指踢得最好的球員
也不會選擇加入兵工廠。

■記者梁志達

阿仙奴跌入了「英超第3或第4名、歐聯16強出局」的「循環

宿命」當中，上次於英超足球聯賽封王已是12年前。「兵工廠」

一些球迷對愛隊現況已到容忍極限，高呼「是時候換帥了」，希

望掌軍廿年的雲加知所進退。不過，法國「教授」昨宣佈，已決

定留低盼將球隊帶回頂峰，強調外界的批評不會動搖他。

威爾斯國足歷史性躋身歐洲國家盃決賽周，
在王牌攻擊手加里夫巴利跟中場艾朗藍斯兩大
主將缺陣下，威足昨凌晨友賽以0：1不敵主場
出擊的烏克蘭。烏足在28分鐘憑基輔戴拿模前
鋒耶莫蘭高接應罰球射入奠勝，威爾斯主帥基
斯高文坦言：「即使己隊出最強陣，今仗也會
陷於苦戰，令我最失望的是我們連續兩場在死
球中失波。」 ■記者梁志達

威足主帥不滿連場失死球

高比遭逢最慘一敗

在英國《太陽報》昨天刊登的足球隊主帥年薪
榜中，雲加以830萬英鎊位列次席，而最高的是
今夏入主曼城的哥迪奧拿，據傳英超「藍月」為
這位西班牙前巴塞「六冠王」教頭提供的年薪為
1500萬英鎊（約1.7億港元）。才執教西甲班霸
皇家馬德里第一年的施丹原來年薪有800萬英
鎊，列榜單第三。

外媒：朗尼受傷雲高爾有責？
曼聯領隊雲高爾在此榜中以730萬英鎊排第

四，但其高薪跟今季無冠的表現不符。而《每日

電訊報》更
指，朗尼在對
新特蘭時於65
分鐘曾要求換
人，但當時踢
成1：1，雲高
爾拒絕換走這
位王牌前鋒，
結果成為「紅
魔」隊長傷勢加劇、以致有未必一定能趕及代表
英格蘭征戰歐國盃之憂。 ■記者梁志達

哥迪奧拿將成最高薪教頭

昨天美國邁阿密網球賽出現多場冷門賽
果，男單第3圈世界排名第2的英國球手梅
利以 7:6(7/1)、4:6、3:6 敗給大會第 26 種
子、保加利亞選手迪米杜夫。法新社稱，梅

利此戰出現了55個非受
壓下的失誤，單是關鍵
的第3盤就出現22個。
梅利之前8次跟迪米杜
夫交手贏過6次，今次
出局，梅利說：「我失
誤比平常多，尤其第3
盤。」
女單第4圈，世界排名

第1的美國一姐莎蓮娜威
廉絲爆冷以7:6(7/3)、1:
6、2:6敗給俄羅斯的古絲
妮索娃，無緣四連霸。

「我認為現在批評我的移位並不恰當，」細威
說：「我已盡其所能，我無法每場都贏。這些
球員上場都是拿出最佳表現，我必須每場盡百
分之三百的努力。」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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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出道以來有段長時間被視為「馬拉當拿接班人」，但
這位阿根廷國足當今「球王」日前在接受一家埃及電視台採
訪時透露，自己已有近6年沒跟「老馬」說過話。美斯說：
「我們已很久沒說過話，2010年世界盃（8強出局老馬告別
阿足帥位）後我們見過一兩次，他有他的生活和工作，我也
有自己的。我們沒再說過話……不過關係依然良好。」另巴
塞在官網計算巴塞榜首76分減馬德里體育會次席67分時，竟
一度烏龍寫出雙方「相差11分」而非正確的9分。

■綜合外電

美斯：已六年沒和老馬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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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將扭過半場入波的畫面不時會在足球遊戲中出現，日
前英超韋斯咸門將阿祖安卻將之轉化為現實。在這場慈善
紀念賽的第27分鐘，阿祖安禁區內開始一路帶球狂奔，
由於是表演賽，對方球員只是做做樣都沒認真出腳截擊，
結果這位29歲西班牙門將以一次長途奔襲八十多碼的「個

人騷」，將皮球射入網窩。當今足壇入波最多的門將是去年退役的巴西聖
保羅名將羅渣里奧辛尼，透過包括死球等他職業生涯入了131球之多。
睇片網址：www.youtube.com/watch?v=nRhj6noXa-g ■記者梁志達

韋斯咸門將「個人騷」入波

■朗尼未傷癒，雲高爾仍要為排
陣頭痛。 資料圖片

■■廠迷展示了廠迷展示了「「是時候改變是時候改變，，雲雲
加離開加離開」」的標語的標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高比拜仁被換出後高比拜仁被換出後，，表情有點無奈表情有點無奈。。
美聯社美聯社

■有球迷展示感謝高比的字句。 美聯社

■■阿仙奴近年跌入阿仙奴近年跌入「「英超第英超第44、、歐聯歐聯
1616強出局強出局」」的漩渦的漩渦，，但雲加還是希但雲加還是希
望能親自重建王朝望能親自重建王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哥迪奧拿一來到英超即成為人工最哥迪奧拿一來到英超即成為人工最
高的領隊高的領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早前足總盃出早前足總盃出
局局，，雲加三連霸雲加三連霸
好夢成空好夢成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梅利梅利((右右))不不
敵迪米杜夫敵迪米杜夫。。

美聯社美聯社
■■細威很失望細威很失望。。

路透社路透社

■■馬拉當拿離開阿根廷帥位後馬拉當拿離開阿根廷帥位後，，六年六年
來都沒跟美斯交流過來都沒跟美斯交流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耶莫蘭高耶莫蘭高((右右22))一箭定江山一箭定江山。。 法新社法新社

■■阿祖安表演阿祖安表演
一下腳法一下腳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德甲紀錄保持者
希迪布蘭掛靴
36 歲的德國著名

門將希迪布蘭昨宣佈退役。他在
2002/03至 2003/04跨季創下連續
885分鐘的德甲最長不失球紀錄並
保持至今，於2006/07球季隨史特
加稱王德甲，曾七度為德足把關。

艾迪巴約重返多哥國足
早前稱盼專心踢好英超水晶宮賽事的32歲老將艾迪巴
約改變早前決定願重回多哥國足出戰非國盃外圍賽。他
是多哥最具名氣的射手之一，但上次為多哥上陣已是去
年6月。

智利國腳維達爾父被捕
去年美洲盃期間鬧出酒後駕駛風波的德甲拜仁慕尼黑

智利國足中場球星維達爾，其父親因涉嫌持有無牌槍械
而被智利警方拘捕。

澳洲日本烏茲別克世盃外首名過關
澳洲和日本昨晚在

世界盃足球外圍賽亞
洲區次圈最後一輪分
組賽齊大勝一場，順
利以首名身份晉級外
圍賽最後階段 12 強
賽，烏茲別克亦首名
過關。

■記者梁志達

■■希迪布蘭希迪布蘭

■■澳洲隊長卡希爾向球迷致澳洲隊長卡希爾向球迷致
謝謝。。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