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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堂也有籃球，高比拜仁

一定很快樂。8月23日是這位

NBA巨星的42歲生忌，在之前

一日（香港時間昨晨），他生前

所効力的洛杉磯湖人在當家球星

勒邦占士及安東尼戴維斯合力拿

下67分下，以116：108力挫波特蘭拓荒

者，以勝利為高比獻上生日賀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
朗拿度和女友佐珍娜

（左）昨日同時在IG上載兩人的合照，其中C朗配上
「我的愛」的帖文，而佐珍娜則配上「Yesss」作回
應，令外間估計C朗已求婚成功。

求 婚 成 功 ？

■■約約11,,600600名受邀觀眾進場觀賽名受邀觀眾進場觀賽。。 新華社新華社

■■勒邦占士勒邦占士（（2323號號））在多在多
人包圍下上籃人包圍下上籃。。 美聯社美聯社

■■安東尼戴維斯安東尼戴維斯（（左左））大力入樽大力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碧咸在家中見證自己的球隊取得首勝碧咸在家中見證自己的球隊取得首勝。。
碧咸碧咸IGIG圖片圖片

■■高比的高比的IGIG貼出一則悼念活動預告貼出一則悼念活動預告。。 高比拜仁高比拜仁IGIG圖片圖片

速龍主帥
膺年度最佳教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NBA衛冕軍多倫多速龍教
頭納斯（Nick Nurse），香港時間周日當選為2019/20賽季
年度最佳教練，成為史上首位贏過發展聯盟 （G League）
與NBA雙料最佳教練的主帥。
受新冠肺炎影響，今季NBA賽程被徹底打亂，之後在佛

羅里達州奧蘭多迪士尼世界的隔離圈重啟。現年53歲的納
斯在常規賽率領衛冕的速龍打出53勝19負戰績，於全聯盟
排名第二。目前於季後賽首輪以3：0領先傷兵滿營的網
隊，距晉級東岸4強只差一勝。
而於這項媒體評審團票選的最佳教練評選中，納斯獲得90

張第一名選票，總分達470分，率領速龍第二季便首獲此項
殊榮。密爾瓦基公鹿教頭Mike Budenholzer得到5張第一名
選票，以147分位居其後。奧克拉荷馬雷霆教頭Billy Dono-
van得到4張第一名選票，以134分排名第三。
納斯執掌速龍兵符以來，總計贏得111勝43負的戰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2020賽季中超聯賽第六輪最後一場
比賽，終於接受球迷入場。北京國
安和上海上港在22日晚上蘇州賽區
的榜首大戰，吸引到約1,600名球迷
現場觀戰，成為本季第一批入場觀
眾。兩支強隊也聯手奉獻了一場精
彩較量，上港以2：1逆轉獲勝，並
成為蘇州賽區「一哥」。
這場榜首大戰為本季首場開放觀
眾席看台的測試賽，球迷很早已到
達現場，先按照防疫要求提供健康
碼證明，入場後也依指引相隔而
坐。比賽開始後，球迷們幾乎全程

站立觀賽，並響起了久違的吶喊
聲。上港今仗又一次先失球，幸好
王燊超及奧斯卡的入球協助球隊反
勝2：1，打破了國安今季不敗之身
之餘，同時以1分之差壓過對手，登
上了蘇州賽區B組榜首位置。
賽後兩隊球員都各自走向球迷區，

向入場擁躉致謝，球迷難得獲放寬入
場，久久不願散去。國安球員于大寶用
「久違了的感覺」，來形容再度見到球
迷的感受。上港入球功臣王燊超也
說：「之前正常聯賽的感覺慢慢回來
了。球迷是球場上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給了我們很大鼓舞和信心，這場

勝利也是獻給他們的。」
同日另一場比賽，此前表現搶眼

的「升班馬」青島黃海也迎來首
勝，以2：0擊敗剛易帥的天津泰
達。泰達成為蘇州賽區唯一未逢一
勝的球隊，也是目前整個中超戰績
最差球隊。戰罷六周賽事，上海上
港、北京國安、武漢卓爾依然排名
蘇州賽區前三，河北華夏幸福攀升
至第四。大連賽區前四名分別為廣
州恒大、山東魯能、江蘇蘇寧和上
海申花，兩連勝的廣州富力已升至
第五，大連人則是該賽區唯一不勝
球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英超新一季將
於9月中就展開，大部
分球隊均已開操積極備
戰，特別是下周要出戰

社區盾對阿仙奴的利物浦更是已經
寓賽於操，首場熱身賽順利以3：0
大勝史特加，為球隊的英超衛冕之
路取得好開始。
利物浦主帥高洛普對球隊首場熱
身賽非常重視，穆罕默德沙拿、沙
迪奧文尼及羅拔圖法明奴悉數正選
出戰史特加，紅軍眾將亦顯示出不
俗狀態，在法明奴、拿比基達及小
將比維斯達各入一球下大勝3：0，
為即將開始的新球季打響頭炮。
除了佐敦軒達臣及阿歷山大阿諾特
外，利物浦所有一隊成員均有在這場
熱身賽上陣，小將居迪斯鍾斯亦獲得
正選出場，交出一記助攻的他在新一
季可望獲得更多出場時間，不過由奧
林比亞高斯來投的左閘迪斯米卡斯要
融入球隊則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下半
場更因一次傳球選擇問題被老將占士

米拿破口大罵，而高洛普則力撐這名
新援極具質素，只是需要時間適應：
「迪斯米卡斯速度很快，整體表現不
俗，但要適應球隊的防守體系仍需時
間。」而另一支英超勁旅熱刺於同日
進行友賽，並以3：0大勝葉士域治。
利物浦的社區盾對手阿仙奴教練

團則出現變動，曾於上年11月暫
代一隊主帥的龍格保在阿迪達上任
後退居副手，他在開季前決定離隊
尋求成為正式領隊的機會，不過據
知龍格保目前並沒與任何球隊接
洽。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黎永
淦）美職國際邁
亞密周六取得成
軍以來首場勝
仗，班主碧咸亦
有在家觀戰見證
歷史一刻。
國際邁亞密於

美職首兩仗都輸
波而回，球季停
擺之後出戰美職
回歸盃，也是連
敗3仗被淘汰。
現時美職已重
開，國際邁亞密
首次主場出師，終於首次嚐到勝利滋味。
國際邁亞密今仗對手奧蘭多城為美職回歸盃亞軍，但主隊
只花了12分鐘，已由前鋒祖利安卡蘭沙射入，大大刺激球
隊士氣。雖然奧蘭多轉頭已追平，但國際邁亞密很快又由祖
利安卡蘭沙頂入，再次取得領先優勢，半場領先2：1。下半
場主隊再由中場魯多科比沙路的入球拉開至3：1。奧蘭多城
最後只能由拿尼追近至2：3，惟仍以一球飲恨，成為國際邁
亞密首位腳下敗將。
班主碧咸因不在美國，只能透過直播見證球隊歷史上首場
勝仗。他透過Instagram表示：「恭喜教練及球員，當然還
有不能到場的球迷。勝利感覺很好，對吧？現在已是凌晨3
點，頭髮很亂，但我已不在乎了。」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郭正謙）國
際米蘭今季於意甲
及歐霸盃雙雙屈居
亞軍未能打破錦標

荒，主帥干地離隊的傳聞更
甚囂塵上，不過球會主席張
康陽就對球迷大派定心丸，
承諾球會不會因此氣餒，未
來保持初心繼續努力。
意甲及歐霸盃均與冠軍擦

身而過，矢志復興的國米難
免感到失望，主席張康陽卻
認為球隊度過了一個正面的
賽季，球隊的好表現增強了
對未來的信心：「我認為這
是一個積極的賽季，我們沿
着自己的步伐晉級到歐霸盃
決賽，球隊的表現十分出
色，無論勝利與否，能夠參
與這樣高水平的競技並為此
全情投入是非常重要的，這
讓我們對未來更有信心。」
此外張康陽亦對全球醫護

人員表達了感謝：「醫護人
員一直在保護我們的生命安
全，沒有他們的努力，這場
決賽根本沒可能進行。」早
前有指干地不滿球會的發展
方針並有意離隊，不過張康
陽強調對干地以及教練團非
常滿意：「我們稍作休息後
將會重新出發，我們今季雖
然沒有取得冠軍，但我們下
季一定會繼續努力，球隊的
進步是明顯的，干地和教練
團隊的工作十分出色。」

NBANBA季後賽周日賽果季後賽周日賽果
公鹿 121：107 魔術 （總場數2：1）
溜馬 115：124 熱火 （總場數0：3）
火箭 107：119 雷霆 （總場數2：1）
湖人 116：108 拓荒者（總場數2：1）

NBANBA季後賽周二賽程季後賽周二賽程
（以下為香港時間）

01:30 公鹿 VS 魔術
04:00 火箭 VS 雷霆
06:30 溜馬 VS 熱火
09:00 湖人 VS 拓荒者

今年1月26日，一架直升機在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墜落，高比拜仁和

二女兒Gianna不幸遇難，享年41歲，
而Gianna更只有13歲。5奪NBA總冠
軍指環、2次當選總決賽MVP（最有
價值球員）、1次常規賽MVP以及2
枚奧運會金牌……一連串讓人嘖嘖稱
奇的數字代表着這位巨星登峰造極的
人生。
在去世近7個月之後，高比迎來42歲

生忌。香港時間昨晨，他的instagram
（IG）貼出一則悼念活動預告：（當地
時間）23日下午2點24分在曼巴體育會
舉辦一場活動，悼念高比和Gianna。妻
子Vanessa、長女Natalia 、高比的姐姐
以及生前肝膽相照的好兄弟加素爾都轉
發了這則帖文，眾多球迷紛紛留言送上

祝福：「高比生日快樂」！
而高比生前所効力的洛杉磯湖人，

香港時間昨晨在NBA季後賽首輪第三
場比賽中，憑藉當家球星占士與戴維
斯聯手轟下67分，以116：108力退波
特蘭拓荒者，在7場4勝的系列賽中反
超成2：1。
「對我們全隊來說，這是非常情緒

化的一天。」賽後，湖人主帥禾高
（Frank Vogel） 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被
問及高比的生忌作出上述表示，但他
拒絕透露任何悼念活動：「我會將此
事保留在球隊內部。」
湖人旗幟性的人物勒邦占士較早時

也曾表示：「我曾多次在全明星賽和
奧運會上和他一起打球，如果你是一
名球員，如果你熱愛這項運動，如果

你參與其中，就算你是一個不上陣比
賽的球迷，你也不可能不每天想到高
比。」而占士於昨晨一仗更在左手中
指穿戴了一個紫色的印着24的護指，
以表達這難以言喻的敬意與思念。

第四戰穿黑曼巴球衣悼念
據《洛杉磯時報》日前報道，湖人

將在香港時間明晨的季後賽首輪對拓
荒者第四場比賽，身穿黑曼巴球衣。
「黑曼巴」是參照高比拜仁在1996/
97新秀球季効力湖人時所穿的球衣複
製。「曼巴」為非洲一種毒蛇，其天
性勇猛好鬥，狠辣無情。在一次採訪
中，高比將自己比作「黑曼巴」，從
此這個稱呼成為他的專屬代名詞，也
衍生出激勵無數人的「曼巴精神」。

碧咸家中見證
國際邁亞密首勝

疫情後首迎觀眾入場

上港挫國安成蘇州賽區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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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斯當選年度最佳教練納斯當選年度最佳教練。。 美聯社美聯社

■■上港球星奧上港球星奧
斯卡斯卡（（右右））在在
比賽中帶球突比賽中帶球突
破破。。 新華社新華社

■■拿比基達拿比基達（（右右））
射入射入11球球。。
利物浦利物浦TwitterTwitter圖片圖片

■■國米主席張康陽表示會國米主席張康陽表示會
為新球季作規劃為新球季作規劃。。

國際米蘭官方圖片國際米蘭官方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