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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後賽周二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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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後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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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為準

韋斯布魯克昨天NBA季後賽拿下35分、11個
籃板和9次助攻，率領奧克拉荷馬雷霆作客以
95:91擊敗聖安東尼奧馬刺，總場數領先3:2，距
晉級西岸決賽只差一勝。
馬刺今季常規賽主場戰績為40勝1負，但目前
面對雷霆的系列賽，馬刺已在主場連輸兩場，這
也是雷霆史上首次在季後賽連續兩度攻克馬刺主
場。
韋斯布魯克此戰27投12中，但上半場全隊失
誤13次，「韋少」一人就佔了6次，不過他下半
場只有兩次失誤。比賽最後1分35秒兩隊打成
90平手，最後時刻杜蘭特的兩個罰球以及韋少
底線突破強行上籃得手，奠定勝局。「我要做的
就是不停地衝擊籃下，帶動隊友，改變比賽。」
賽後韋少說：「今晚我就是這樣做的，時刻保持
競爭性，在籃板上也去設法幫我們的高大球
員。」韋少也因此成為NBA史上季後賽面對馬
刺時，首個至少得到35分、10個籃板和5次助
攻的球員。 ■新華社

「韋少」爆發 雷霆拔「刺」叫糊

曼聯大巴在抵達賽場前遭到韋斯咸球迷的攻擊，
大巴車窗外層玻璃被砸碎，好在內層玻璃完好無損，
沒有球員受傷。警方透露，現場一名警察和一名球迷
受傷，比賽被推遲45分鐘。開賽後，暴力活動也沒
停止，「槌仔幫」球迷向紅魔門將迪基亞投擲了一個
水樽。
英足總發表聲明對暴力事件進行嚴厲譴責，表示

要與倫敦警方和雙方球會密切合作，對這事件進行調
查。韋斯咸會方表明，擬終身禁止涉案球迷進場看己
隊主場的比賽。 ■新華社

槌仔迷襲大巴槌仔迷襲大巴
魔兵嚇餐飽魔兵嚇餐飽

■■大巴外層的車窗破爛了大巴外層的車窗破爛了。。法新社法新社

■■韋斯咸球迷開派對告別舊主場韋斯咸球迷開派對告別舊主場。。
路透社路透社

■■雲斯頓列特雲斯頓列特((右二右二))奠勝奠勝，，戴利白戴利白
蘭特蘭特((左左，，白衫白衫))難辭其咎難辭其咎。。 路透社路透社

■■馬迪爾幫曼聯入馬迪爾幫曼聯入
兩球兩球，，後防卻失夠後防卻失夠
三球三球。。 法新社法新社

■■紅魔球員怕爆玻璃紅魔球員怕爆玻璃
遠離車窗遠離車窗。。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韋斯布魯克韋斯布魯克((中中))霸氣盡現霸氣盡現。。法新社法新社

居里全票蟬聯MVP締歷史
NBA昨天宣佈，金州勇士當家球星史提芬居
里以全票獲得2015/16球季MVP（最有價值球
員），這是他連續第二年獲此殊榮。
居里成為該獎61年歷史上第一個以全票當選

常規賽MVP的球員，第11位衛冕MVP的球
員，以及繼「魔術手」莊遜、米高佐敦以及拿
殊後第四位連續兩年獲得MVP的後衛。居里
獲得全部131張第一人選選票，得到1310分，
聖安東尼奧馬刺的李奧拿德以634分排第二，
克里夫蘭騎士的勒邦占士以631分列第三。
投票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體育記者以及一名

選出的球迷。根據規則，第一人選選票得10
分，第二人選選票得7分，第三、四、五人選

選票分別得5分、3分和1分。
現年28歲的居里本球季帶領勇士取得聯盟歷

史最佳的73勝9負，場均得到聯盟最高的30.1
分，送出2.14個搶斷，另有6.7次助攻和職業
生涯新高的5.4個籃板。其投射命中率50.4％
達到職業生涯新高，同時也是整個聯盟後衛位
置的最高命中率。他的三分命中率為45.4％，
排聯盟第二，罰球命中率則為90.8％。在「咖
哩仔」帶領下，勇士本球季取得24勝0負的聯
盟歷史最佳開局，創造單季客場最多勝（34
場）的紀錄，以及54場的主場連勝紀錄（計及
上賽季最後階段的18場主場連勝）。
本球季勇士共轟進1077個三分球，成首支單

季三分過千的球隊，居里一人便投進402個三
分波，打破他上季創下的286個三分的單季紀
錄。 ■新華社

紅魔憾失機
衝歐聯渺茫

馬迪爾起孖 後衛敗家 遭韋斯咸反勝

曼聯37戰積63分位居聯賽榜第5，領先
第6的韋斯咸1分，落後第4的曼城2

分。由於曼城的得失球差大幅領先曼聯18
球，同分仍會是曼城得第4。因此在最後一
輪，除非曼城作客輸給史雲斯，同時曼聯
擊敗般尼茅夫，雲高爾麾下的「紅魔」才
可搶去曼城的第4名，獲得下屆歐聯資
格。不過，史雲斯今季已無目標，曼城輸
波的機會甚微。

雲高爾堅稱仍未絕望
雲高爾賽後仍堅稱，紅魔仍有機會取得

第4，這位痛失良機被魔迷狠批的「戰術大
師」說：「我認為己隊仍有可能得第4，但
主動權已不在我們手中，跟（對韋斯咸）
開賽前已不同。」曼聯憾失大好機會，同
時還幫積68分排第3的阿仙奴提早確保得
到下屆歐聯入場券。
戴利白蘭特上仗獲安排休息，但似乎並

無作用，紅魔今仗三個失球都跟這位荷蘭
守將有關。開賽10分鐘，他看到傳中的落
點後才設法去攔防迪亞法沙高已慢幾拍，

後者的射門最後亦「省」中他改變方向入
網。

戴利白蘭特難辭其咎
馬迪爾在51及72分鐘連追兩粒助紅魔反

超前，但戴利白蘭特在 76 分鐘「包越
位」，結果讓米查利安東尼奧攻入扳平一
球。4分鐘後，戴利白蘭特爭頂高波時判斷
出錯，讓雲斯頓列特近門頭槌頂入韋斯咸
反勝3：2的奠勝球。雲高爾坦言：「差勁
的死球防守令我們輸了比賽……當70分鐘
還領先2：1時，你必須更好地利用球場闊
度和控制住皮球，但我們沒做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聯憾失搶上積分榜第4位的大好機會。昨凌晨英超足球聯賽，原

本贏波就可奪得參戰下屆歐聯主動權的曼聯，臨尾連失兩粒以2：3

「反勝為敗」不敵韋斯咸。曼聯要獲得第4名，除了要擊敗般尼茅

夫，只能寄望曼城於煞科戰輸給無欲無求的史雲斯，要取得下屆歐聯

資格已非常渺茫。不過，領隊雲高爾仍認為「一切皆有可能」。

這場比賽是韋斯咸在烏普頓公園
球場進行的最後一場比賽，下個球
季可容5.5萬名觀眾的倫敦奧運體
育場將成為他們新的主場，據悉5
萬張季票已沽清，「槌仔軍」從門
票方面的收入將大為增加。韋斯咸
最終以一場勝利向有着112年歷史
的主場作別。完場後，焰火在烏普
頓公園球場上空燃起，韋斯咸會方
舉行了長達45分鐘的告別派對。

■新華社、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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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足總昨天公佈了
英超4月最佳，最佳領隊
是李斯特城冠軍教頭雲尼
亞里，最佳球員則是曼城
前鋒阿古路。本球季第二
次獲選月度最佳的阿古路
上月英超攻入了7球，最
後一輪仍有機會超越比他
多1球的熱刺前鋒哈利卡
尼獲得神射手獎。
雲尼亞里帶領「李城」於英超衝冠的最後直路拿下3
勝1和確保冠軍，今次是這位現年64歲的意大利籍教
頭本球季第三次獲此獎。領軍生涯首次奪得頂級聯賽
冠軍，成就小球會大奇蹟，雲尼亞里日前還獲得意大
利足總頒發象徵是全年最佳教練的金棕櫚獎。
李城兩位進攻主力馬列斯和占美華迪近日先後表示
來季會留隊爭衛冕，而據英國《太陽報》稱，雲帥已
大致跟李城達成續約協議，年薪會加一倍到300萬英
鎊。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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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尼亞里阿古路
膺英超四月最佳

37歲古莊臣征歐國盃
昔日踢過英超車路士和西

甲巴塞
羅那的
37 歲

冰島前鋒古莊臣，入選
了出戰下月歐洲國家盃
的大軍名單，他為冰島
上陣過 84 次入了 25
球。至於英超水晶宮中
場列特利因為受傷，將
無緣代表威爾斯出戰歐
國盃。

卡頓保執法歐聯冠軍戰
歐洲足協公佈，卡頓

保將執法5月28日皇家
馬德里對馬德里體育會
的歐聯決賽。這位41歲
英超名哨今屆歐聯執法
過6場歐聯賽事，包括皇
馬贏巴黎聖日耳門1：0
及馬體會分別打和燕豪芬0：0及挫拜仁1：0
的歐聯4強戰。他一向執法嚴且爭議多，包括
2007年利物浦打吡補時階段愛華頓的尼史葛
在利物浦禁區內被加歷查拉跌而沒判12碼，
最終利物浦險勝2:1。 ■記者梁志達

■■史提芬居里蟬聯最有價值球員史提芬居里蟬聯最有價值球員，，認真威水認真威水。。法新社法新社 ■■居里跟勇士隊友合照居里跟勇士隊友合照。。美聯社美聯社

■■曼聯公佈下季其中一款曼聯公佈下季其中一款
作客球衣作客球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人拿到球場的座有人拿到球場的座
椅留念椅留念。。 路透社路透社

■■古莊臣古莊臣

■■卡頓保卡頓保

■■雲尼亞里日前獲意足總頒雲尼亞里日前獲意足總頒
發金棕櫚獎發金棕櫚獎。。 路透社路透社

今季屢獻神救助
祖雲達斯成就意甲
足球聯賽五連霸的
38歲門神保方，以
及 35 歲鐵衛巴沙
利，昨晚分別續約
「祖記」1年及2年
同到2018年，約滿
時保方便40歲了。

■記者 梁志達

老臣保方續約祖記 踢到40歲

■■保方寶保方寶
刀未老刀未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