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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NBA 的歷史上再留下新的紀錄，同
日完結的 8 場賽事中，5 名球員取得大三元
的佳績，是 NBA 的史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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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隊近 13 戰 12 勝

巫師

夏 頓

網隊

公鹿

阿迪圖昆保

另一場網隊對陣活塞的比賽中，夏頓則以
24 分 10 籃板 10 助攻，帶領球隊主場 100：95 擊
敗活塞。夏頓在這場比賽中，生涯得分也累積達到
21,792 分，超越了塞爾特人傳奇球星「小鳥」布特的
21,791 分，NBA 史上得分排名升至 34。據悉活塞主
力之一的格里芬已加入網隊力爭總冠軍戒指，此戰新
東家便展示了強大的實力。在夏頓的帶領下，網隊贏
得 4 連勝，近 13 戰 12 勝，目前戰績 26 勝 13 敗，在
東岸只落後排名第一的 76 人半場。
另外兩位大三元得主，是今年首度入
選明星賽的布洛克，他以 26 分 12 籃板 12
助攻的表現，幫助紐約人客場 119：97 力
克雷霆。而溜馬就憑藉沙邦尼斯 22 分 13
籃板 10 助攻的成績，客場以 122：
111 終止太陽的 5 連勝，結束 2
連敗。

言語衝突涉歧視 理文致歉
今次事件，並已向事件主角了解，大家發
生言語衝突，但絕對無意侮辱對方及其種
族。有關球員已主動向對方致歉，並得到
對方諒解。本會着重球員品德，會對涉事
球員作出內部處分，以警惕球員於任何時
間必須尊重對手。」
另外，今晚 8 點在旺角大球場有港超
聯賽事，由排名第二的東方龍獅對陣第四
的天水圍飛馬，由於昨日傑志 0:0 賽和流 ■余煒廉被指言語攻擊日本鋒
浪，東方今仗獲勝就上榜首。
將佐佐木周涉歧視字眼。

高爾夫世界排名第
一的德斯丁莊遜昨日證
實，將不會代表美國參
加東京奧運。他表示，
「最重要的應該是專注
在美巡賽」，而美巡賽
季後系列賽排於奧運後
兩周開打。莊遜 2016 年
也取得里約奧運的參賽資格，但因擔心寨卡病毒而在
賽前短短幾周決定退出。

雙料冠軍
帶傷出戰的中國歸
化選手谷愛凌 12 日在自
由式滑雪世錦賽 U 型場
地項目上以 93 分高分摘
金，創造了中國首冠，
而她 13 日在坡面障礙技
巧決賽中再奪冠，成為
首位在同一世錦賽上獲
得此「雙金」的運動
員。

郭子龍 資深體育人

再拒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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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客棧

日前，在港超聯以 2:1 擊敗冠忠南區
一戰，理文球員被指侮辱對方隊長佐佐木
周及其種族，會方昨午發聲明就事件致
歉。
南區領隊貝可泓賽後怒斥理文中堅余
煒廉，涉嫌以種族歧視字眼侮辱陣中 30 歲
日本鋒將佐佐木周。理文會方昨日就相關
言語衝突致歉，強調余煒廉絕對無意侮辱
對方及其種族，並已主動向對方致歉。
理文的聲明中強調，「會方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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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球星林書豪今季在金州勇士旗
下的發展聯盟球隊聖克魯斯勇士打波，
他昨日在 facebook 上宣布，本季射入 25
個三分球，將捐款 75 萬新台幣
（約 21 萬港元）給兒童福利聯
盟，支持小舵手助學
計劃。
林書豪上季効
力 CBA 北 京 首 鋼
隊時，亦曾發起
每射進一個三分
球 ， 就 要 捐 出 3,000
元人民幣做公益，
今季來到發展聯
盟，「三分心」
公益活動同樣
延續下去，捐款
會幫助弱勢家庭的孩子
有更多的機會學習，透過提供基礎潛
能發展獎助學金、心靈照顧服務、基本
教育和學習需求協助。
聖克魯斯勇士今季常規賽戰績排名第
2，晉級季後賽，但在 4 強賽遭到萊克蘭魔術
隊逆轉，林書豪於是無緣冠軍賽。他今季常
規賽出賽 9 場，場均 19.8 分，三分球 47 射 20
中，季後賽出賽 2 場，平均進賬 16 分，季後
賽共射入 5 個三分球。

韋斯卜魯克

鹿阿迪圖昆保、巫師韋斯卜魯克、溜馬沙邦
尼斯、網隊夏頓、紐約人布洛克5名球員昨日
都上演大三元，共同寫下NBA歷史新的一頁。
阿迪圖昆保與韋斯卜魯克是同場大三
元，東岸排名第三的公鹿對陣尾三的巫師，
阿迪圖昆保攻下 33 分加 11 籃板 11 助攻，連
續兩場比賽取得大三元，是公鹿隊史的第二
人，上一個是傳奇球星渣巴。而另一方面，
韋斯卜魯克則狂飆 42 分 12 助攻 10 籃板更勝
一籌。個人成績雖然好，但巫師隊整體實力
依然不敵公鹿，最終主場 119：125 被擊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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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豪善心
滿滿。

林書豪「三分心」捐 萬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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