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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記 者 霍
斯特在上節目時
驚爆，湖人超
級巨星勒邦占士在今年
全明星賽期間曾試圖
招攬勇士當家球星史
提芬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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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聯盟現時戰績最佳的猶他
爵士隊昨日歷經小小的空中驚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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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的包機遇到鳥擊，在起飛不久
後返回原機場，幸好機上沒有人因
此受傷。
2021.4.1 | 星期四
出事的達美航空表示該包機起
飛不久後遭鳥擊，左引擎完全失
年 4國
月 1際
日機 星期四
效 ， 機 師 決 定 返 回 鹽2021
湖城
場。而據《ESPN》報道，球員在
2021 年 4 月 1 日
星期四
飛機上聽到很大的爆炸聲，看到
左引擎有火花。所幸最後沒有
人受傷，所有人都鬆了口氣。
數名爵士球員隨後在社交
網站上 po 文報平安，當家球
星米曹發了雙手合十祈禱的
表情符號，高拔則說：「這
是美麗的一天！」
勒邦占士
六連勝的爵士目前戰
績 35 勝 11 敗 ， 是 全 NBA
戰績最佳球隊，他們今日
於客場出戰目前西岸第九
的灰熊。

傳占士曾招攬居里入湖人

今年全明星賽是勒邦占士和居里職
業生涯首次合作。之前不論是在
史提芬居里

NBA、全明星賽、奧運會和世錦賽在內各項
正式比賽，兩人不曾當過隊友。儘管兩人過
去那麼多年都是競爭關係，但兩人私交不錯，
而且都出生於阿克倫，人不親土親。
居里在 2017 年夏天和勇士簽下 5 年總值
2.01 億美元的超級合約，而這份合約預計在
2022年夏天到期，本季年薪4,300萬美元，下
季是4,578萬美元。

勇士或提前續約留居里
根據勞資協議，居里有資格在今年
球季結束後和勇士提前續約。勇士總
管邁爾斯先前在接受訪問時透露，球
隊計劃今夏提前與居里續約，並對於
居里想要在勇士結束職業生涯感到樂
觀。
據了解，勇士最多能提供居里 4 年
總值 2.15 億美元的提前續約價碼，有效
期至 2025-26 賽季，居里目前正率領勇士
拚搶季後賽門票。

米曹

谷愛凌 4 月初手術

需時 6 周康復

昨日，2026 年意大
利米蘭與科爾蒂納丹佩
佐冬奧會、冬殘奧會會
徽首次亮相，這是意大
利首次通過線上投票方
式選出奧運會會徽。這份以 74%的支持率贏得網絡票選
的作品以現代字體顯示數字 26，看起來像是在雪地或溜
冰鞋上常見的標誌，下面是傳統的奧林匹克五環。此
外，會徽還有相同圖案的多色版本。

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

會徽亮相

鍾伯光

昨日進行的邁阿密
網球賽女單 8 強中，世界
第一的澳洲選手巴迪 3 盤
擊潰白俄羅斯名將莎巴
倫卡，挺進四強。此前
巴迪多場比賽遭遇三盤
大戰，今次的比賽也不
例外，最終她以 6:4、6:7
和 6:3 過關。

的原因。「為了在冬奧會前獲得比
賽經驗，也為了獲得參加北京冬奧
會所需的積分和排名，我決定戴着
訂製的護具參加比賽。」谷愛凌表
示，目前她已拿到了足夠積分，基
本上鎖定了北京冬奧會自由式滑雪
坡面障礙技巧、U 型場地以及大跳台
項目的參賽資格。儘管一直被認為
是以坡面障礙技巧為主項的運動
員，谷愛凌卻透露，在她所要參加
的 3 個冬奧項目中，自己對 U 型場地
的成績期待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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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考慮可能在那段時間跑
個半程馬拉松。」谷愛凌說。
谷 愛 凌 在 2020-2021 雪 季 後
半段取得驚人爆發。1 月，她在世界
■ 谷愛凌在比賽
極限運動會（X Games）上斬獲坡
中。
美聯社
面障礙技巧、U 型場地項目金牌，在
據新華社昨日報道，中國自由式 大跳台項目上摘銅。儘管在隨後的
滑雪運動員谷愛凌近日表示，她將在 訓練中遭遇右手骨折和大拇指韌帶
4 月初接受手術治療，大約需要 6 周 撕裂，但她在 3 月的自由式滑雪世錦
時間康復，她還透露對北京冬奧會上 賽上仍帶傷出戰，「復刻」了世界
成績期待值最高的項目是 U 型場地。 極限運動會上的兩金一銅成績。
此後，谷愛凌介紹了帶傷參賽
「我會有一段時間可以休息，不過

挺進四強

鳥擊爵士包機全員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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