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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人在上半場一度落後十七分，幸好有上周東岸最佳球員林書豪與A史杜達
米亞聯袂撐場。紐約人於完場前一分零五秒與速龍戰成87平手，靠的就是林書豪
強突內線打三分。贊特拿在終場前二十秒搶下籃板球而讓客軍獲得最後一次進攻機
會，林書豪徘徊在三分線外，終場哨聲響起前再次出手命中關鍵一球，紐約人最後
一刻完成 「絕殺」壯舉。

感謝教練隊友信任
林書豪賽後表示： 「當時真是沒有想太多，很感謝我的教練和隊

友在那麼關鍵的時刻選擇相信我。 『絕殺』的感覺我很喜歡，真的很
感謝。最後一投，我就是想要抓住每一個機會，想打得具侵略性，在
比賽結束之前贏得比賽。」林書豪續說： 「去年夏天我有一個專門教
我投籃的教練，他幫助我很多，所以我比以前在投籃方面更加有信心
。」林書豪坦言很喜歡紐約人，因這是一支真正叫球隊的球隊。

零點五秒三分絕殺速龍

【本報訊】綜合外電十四日消息：美籍華裔球員林書
豪於情人節再度 「瘋狂」 ，不僅以27分和11次助攻交出
職業生涯的第二次 「雙雙」 ，並憑其於終場哨聲響起前零
點五秒的三分球 「絕殺」 ，成功幫助紐約人以90：87擊
敗佔有主場之利的速龍，續以 「救世主」 角色為球隊寫下
6連捷佳績。

【本報訊】據新華社華盛頓十四日消息：針對輿論普遍認
為他傷愈歸隊後將與林書豪爭奪控球權的傳聞，紐約人當家球
星安東尼回應說，等他重返賽場時，不僅球隊展露的新貌不會
改變，而且林書豪還會繼續控球，並上演好戲。

有望周末傷愈復出
「我回歸賽場後，林書豪還將把球控制在他手中，我不

用再控球去打比賽了。」安東尼說。來自紐約人的消息，安
東尼有望在本周末重返球隊。

安東尼表示，他對輿論說他與林書豪不能共處的觀點感到
很好笑，他說： 「關於 『我怎麼融入』球隊一事，很簡單，把球

和空間交給林書豪，我去做我擅長的事。」安東尼相信他完全可以
和林書豪共處，因為林書豪的出現等於減輕了其身上的一些壓力。

【本報訊】據新華社慕尼黑十四日消息
：國際射擊聯盟消息，中國選手朱啟南被評
選為年度最佳男槍手，奧運冠軍陳穎則在年
度最佳女槍手評選中得分位於第4。

朱啟南以男子 10 米氣步槍為主項，是
雅典奧運會冠軍、北京奧運亞軍。2011 年
賽季，朱啟南開始兼攻男子 50 米步槍三姿
項目，便一舉奪得世界杯悉尼站和美國站比
賽該項目兩枚金牌。

盼奪奧運步槍三姿金牌
「這次獲選年度最佳，對我來說是種激

勵，讓我在今後取得更好成績，」27 歲的
朱啟南獲獎後說， 「我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倫敦奧運上再拿一枚金牌，當然我希望是男
子50米步槍三姿項目金牌。」

北京奧運冠軍陳穎去年1月重返國家隊
，在去年 5 月世杯美國站比賽中，她以
796.7環奪得女子25米運動手槍金牌，為中
國奪得本站首金的同時，追平了總成績的世
界紀錄。

威廉斯驚險晉級次圈
■綜合外電英國十四日消息：

有 「金左手」之稱的威爾士桌球好
手威廉斯，在威爾士公開賽首圈驚
險晉級。完全不在狀態的威廉斯，
面對資格賽晉級的英格蘭球手希格

斯，竟一度落後局數 2：3，幸而在關鍵時候及時發力
，先以單桿 70 分扳平局數，並把比賽延入決勝局，再
以單桿58分壓制對手，驚險地以4：3淘汰對手晉級。
（now637台香港時間周四晚上9時直播次圈賽事）

劉翔赴英啟征奧運年
■據新華社上海十五日消息：劉翔今早在上海浦東

國際機場乘坐航班飛赴英國，準備參加 18 日在英國伯
明翰舉行的室內田徑賽，並由此開啟自己的奧運年新賽
季征程。劉翔表示，此次出征將努力與古巴的羅伯斯等
對手縮小前程的差距， 「希望新的一年有一個好兆頭，
關鍵還是要用實力說話」。自去年韓國大邱世界錦標賽
上上演了 「牽手門」之後，劉翔與羅伯斯一直沒有再相
遇，前者一直 「閉關」苦練他的 「七步上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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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豪近六仗陣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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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雖然香港
羽毛球隊昨在澳門舉行的
優霸杯亞洲區外圍賽Z組

分組賽第二仗不敵2號種子日本，但仍能以次名晉級，今午將與中
華台北爭奪4強席位。

葉姵延挽回面子
港羽 「一姐」葉姵延在前天的首場賽事敗給澳門球手王榮，但

她昨天知恥近乎勇，在激戰50分鐘後，以22：20、21：18擊敗日
本球手佐藤冴香，挽回面子。縱使港羽之後無以為繼，最終以場數
1：4不敵日本，但仍憑分組賽1勝1負的成績出線8強。

此外，國羽以場數5：0擊敗印度，取得W組首名出線資格。
湯姆斯杯方面，由陳金及諶龍領銜的國羽昨面對中華台北，國

羽不僅五場全勝，且不失一局，成功奪得A組的首名出線資格。國
羽將在8強面對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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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進豪華公寓盡覽市景
■據新華社華盛頓十四日消

息：此間媒體報道，林書豪從此
不用再睡在哥哥房間的沙發上了
，他已從前紐約人名將大衛李爾
那裡轉租到一套兩室的豪華公寓

。據報道，這幢35層高的公寓位於紐約懷特普萊
恩斯，林書豪的新居位於第20層，房間配有大理
石衛生間、櫻桃木地板、內置音像系統，從窗口可
盡覽紐約市景。有業內人士估計，該公寓的月租金
大概在3800美元左右（約二萬九千港元）。

橫空出世被美拳王質疑
■據新華社華盛頓十四日消息：就在美國媒體

時下熱捧橫空出世的NBA新銳林書豪的時候，美
國拳擊名將梅韋瑟發出了質疑聲。他認為，這位紐
約人控球後衛之所以得到全美的關注，不是因為他
特別的比賽能力，而是因為他的種族背景。 「林書
豪是位優秀球員，可所有對他的宣傳只是因為他是
一個亞洲人，」 次中量級世界拳王梅韋瑟在他的微
博裡說， 「黑人球員每晚都能做到他所做的事，可
他們卻沒得到相同的讚譽。」

地獄與天堂總是一線之差，當舉世為
「哈佛小子」林書豪帶領紐約人取得6連勝

而瘋狂之際，又有多少人知道在美國時間本
月4日林書豪首度帶領球隊獲勝之前，紐約
人的高層一直都有將他和教練迪安東尼一併

解僱以節省團隊開銷的念頭。在短短的十天之內，林書豪憑不驕
不餒，凡事 「謝天」（他是基督徒）的態度奮力打破了自己的困
境，破繭而出，並讓全球為其瘋狂。

經歷數番失意
林書豪在哈佛畢業後，於NBA選秀的兩輪都落選而回，幾

番輾轉後，終被勇士以非保障性合同簽下。在殷切的期待下，林
書豪所得到的只是遞茶水暖板櫈的待遇，每場均持票入場的他的
父母、親友們，根本盼不到他上場的機會。在經歷數次被下放到
發展聯盟（DL）後，林書豪最終成為勇士的棄將，沒有鎂光燈
、沒有喝彩，林書豪就這樣帶着父母的安慰，黯淡地走完第一個
NBA球季。

紐約人雖然在火箭於不足一周便摒棄林書豪後簽下了他，但
未能獲得迪安東尼賞識的林書豪，再度被下放到DL。永不放棄
的林書豪在DL的首場比賽便交出 「大三元」證明自己。與此同
時，紐約人在經歷開季的10戰6勝後，在之後的13場比賽輸掉
11 場，球隊的管理層和粉絲對迪安東尼的容忍已達臨界點，球
隊的重整似乎已如箭在弦。林書豪明白自己隨時可能又要另覓東
家，他甚至不敢有在紐約租房子的念頭，不是投靠胞兄，就只好
在隊友家中借宿。林書豪曾在上月4日的社交網站日記上寫道：
「加入紐約人已經這麼多天了，每次進球館訓練，都被警衛擋下

來，問我的身份是保安，還是其他周邊工作人員？」可見大家根
本不知道這個 「路人甲」是誰。

2月4日對籃網的那場比賽，幾乎已成為球隊給予林書豪和
迪安東尼的最後通牒，背水一戰的林書豪該仗後備上陣，在兩大
主將A史杜達米亞及安東尼相繼啞火的情況下獨挑大樑，連番戲
耍籃網的全明星控衛達朗威廉士，最終協助球隊得勝。此後，林
書豪一路過關斬將，更在與湖人一役投下38分而驚為天人，成
功讓球隊的管理層擱置了裁員計劃。湖人巨星高比拜仁賽後說：
「被林書豪砍下近四十分，我還能給予他什麼建議？林書豪的經

歷是一個偉大的故事，一個透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奇迹的例子，他
可以成為全世界年輕人們的好榜樣。我肯定他每天都在不停地練
習，而且始終對自己抱有希望和信任。現在就是他展示他所有曾
經付出努力的時候。」

傳奇剛剛開始
的確，發生在林書豪身上的奇迹，確實足以作為年輕人的榜

樣。林書豪縱使經歷落選、轉隊、下放等人生低谷，但他從來沒
有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的悲觀嘆息，反而在每次賽後訪
問都謙卑地 「感謝球隊、感謝上帝。」

雖然本季已戰至中段，屬於林書豪自己的傳奇才剛剛開始。

路人甲蛻變救世主
青 月

安東尼：林書豪還會好戲連場

▲女球迷（右）在情人節向林書豪示愛
新華社

▲林書豪（右）獲勝後，與隊友謝菲斯擁抱慶祝 路透社

▼林書豪（持球者）▼林書豪（持球者）
力壓速龍防守球員上力壓速龍防守球員上
籃得分籃得分 路透社路透社

▲林書豪射入致勝一球後，興奮怒吼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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