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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 )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Stanley Cheung

(US 59 South @ Beltway 8)

年好快就過去了，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們經歷
了那麼多起起伏伏，但重要的是我們在一起挺

過來了。”高比賽後說，“我是湖人的忠實支持者，謝
謝球迷，謝謝你們給我的激勵和鼓舞，從心底感謝你
們，謝謝我家人的付出，我還能說什麼？‘曼巴’(高
比曾以此形容自己無畏無懼)謝幕了。”

當天無數身穿紫金球服的球迷們早早來到湖人主場
外聚集，球場地板也特意換上8號和24號字樣，分別代
表高比前10年和後10年穿着的球衣號碼。球場中央的
大屏幕，奧尼爾、韋迪、勒邦占士等NBA巨星紛紛向
高比表達了敬意，前英格蘭國腳“萬人迷”碧咸也親臨
現場。比賽第四節距比賽結束還剩1分45秒，高比得到
自己今仗的第51分，這是他自2009年2月以來，首次
單場得到50分以上，這節他獨得23分，最後一分鐘他
連中兩記三分，幫助球隊從一度落後15分完成逆轉。

今仗高比進攻慾望極其強烈，每次拿球都迎來歡
呼，隊友也配合地積極
支援，他全場出手職業
生涯最高的50次，60分
是高比職業生涯的第五
高分，同時高比也成為
NBA歷史中得到50分以
上年齡最大的球員。

現年37歲的高比出生於費城，1996年從
高中被黃蜂在第13順位選中直接進入NBA，隨
後交易到湖人，他也成為聯盟歷史上唯一一個
在同一支球隊効力長達20年的球員。高比共
奪得過5次NBA總冠軍、兩次總決賽MVP、
一次常規賽MVP、18次入選NBA全明星、
4次當選全明星MVP、兩次奧運會金牌得
主、兩次當選得分王、一次扣籃大賽冠軍，
同時他在NBA歷史得分榜上位列第三。

■

以125:104擊敗灰熊後，
勇士14日亦正式打破米高佐
敦和芝加哥公牛在1995/96球
季創造的72勝10負常規賽歷
史最佳戰績，將常規賽勝利提
升到了73場。“我要恭喜勇
士有這樣一個傑出的賽季，”
米高佐敦在一份聲明中說，
“籃球在演進，紀錄就是被
（用來）破的，看勇士的比賽
是一種享受，我期待他們在季
後賽（中）的表現。”
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為這一

里程碑式的成就表示祝賀，

“恭喜勇士，這是一群場內場
外都很棒的家伙，如果有人注
定要破公牛的紀錄，我很高興
是他們。”
今仗史提芬居里（咖哩

仔）首節三分球就9投6中，
獨取20分助勇士領先37:23，
並以70:50領先半場。咖哩仔
第三節剛過43秒就拿到個人
第400個三分，此役共轟下10
記三分球，單賽季狂入402記
三分成NBA史上首名單賽季
命中400記三分的球員。全場
他共拿下46分。 ■

NBA常規賽14日煞科，
季後賽對壘形勢亦出爐，由
於火箭最後一戰以116:81大
炒帝王，搭上季後賽尾班
車，因此他們將於季後賽首
圈與西岸1號種子勇士交手。
西岸另三個首圈對碰為2

號種子馬刺對7號種子灰熊、
3號種子雷霆對6號種子小牛
及4號種子快艇對5號種子拓
荒者。
東岸首圈季後賽方面，

四個對賽為1號種子騎士對8
號種子活塞、2號種子速龍對
7號種子溜馬、3號種子熱火
對6號種子黃蜂以及4號種子
鷹隊對5號種子塞爾特人。
■

其強烈強烈烈烈，，，每次每次每次次次每次每次每次每次每次拿球拿球拿球拿球拿球拿球拿球球都都都都都都迎都迎迎來歡來歡來歡來歡來來歡來歡

於費城城，，1919966年從年從年從從
中直接接進進入進入NBNBAAA，，隨隨隨隨
聯盟歷史歷史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史史上唯上唯上唯上唯上唯上唯上上唯上唯上唯唯上唯唯唯上唯上 一一一一個個個個
年的球員。。。高比高比高高比高比高比高比高比高比高比高比高比高高比高高高比高比高比高比比比高高高比共共共
次總決賽MVMVVMVMVMVMVMVVMVMVMVMVMVMVMVMVMMVVVVMVVMVVVVVV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選NBA全明明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次奧運奧運奧運奧運運運運運會金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牌得
扣籃籃籃籃大賽大賽大賽大賽賽賽賽大賽大賽大賽賽賽賽賽賽賽大賽大賽賽賽大賽冠軍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 ，
上位列第三。

■■■■■■■■■■■

高比拜仁得分最瘋狂一戰，是2006年1
月23日對速龍全場46投28中兼射20記罰球
18中，豪取81分，於NBA單場得分紀錄中
僅次於已故名宿張伯倫於1961/62年對紐約
人的100分恐怖數據。高比在2006/07球季
對拓荒者、木狼、灰熊及黃蜂分別貢獻65、
50、60及50分，連續4場50分或以上，比他
更強的就只有張伯倫的七連“50+”。
高比在2003年1月8日對超音速一戰18

投三分波12中，與馬素爾和史提芬居里並列
單場三分命中榜第一。職業生涯曾28次絕殺
對手的高比，據《福布斯》統計其職業生涯
總收入約為6.58億美元，而與湖人簽下的合
約總額則逾3.28億美元，超越奧尼爾成為
NBA歷來合約總額最高的球員。

■

據法新社報道，高比告別
賽幾小時前，數以千計湖人粉
絲已開始聚集在史泰博體育中
心外，情緒高漲。1.8萬個座位
票早搶購一空，許多人不惜大
灑金錢見證高比最後一戰的風
采。一名球迷與妻子在等入場

時說：“感覺就像來看家人，我們兩張票花
了3,000美元，我們願花大錢見證歷史。”
另有女球迷說，高比退休後，她不確定會否
再來看湖人比賽。
高比告別戰吸引萬千球迷見證歷史時

刻，在中國甚至有一家杭州公司放假一天讓
員工看比賽直播，公司老闆“小龐”表示，
從初中開始他就是高比球迷。他說他公司約
有十多名男員工，全都是籃球迷，且絕大部
分都是高比粉絲，故決定全體休假1天。

■

C6

Party



C4

( $99)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

D & L TRAVEL & TOURS

$$399399..0000

  

 
 

       
 www.aaplusvacation.com 

C5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CST #2113007-50 

 

 

 

 

 

鍾漢良鍾漢良耳腫
趙薇臉腫趙薇臉腫

14日是曾志偉63歲生
日正日，志偉朋友多，每年生
日前夕已經陸續有慶祝活動，
自認醉足七日。繼13日晚定
山寺重建慈善素宴後，14日
晚與一班高爾夫球界朋友在海
景嘉福酒店食飯慶祝，而且甚
為低調，志偉表示今年生日不
大搞了。
問他生日願望，志偉笑

說：“都係老套那些，希望身

邊朋友都身體健康，還有希望
香港開心些！”
此外，志偉大仔曾國祥

13日晚上載父子合照，見志
偉挨在囝囝的膊頭上，旁邊有
個壽包造型的生日蛋糕，場面
溫馨，曾國祥留言：“生日快
樂呀老爺！但願每一年都能跟
你開着party過！”另外，張
學友、鍾鎮濤、范姜、葉童、
邱淑貞等有出席生日會為志偉
慶祝。

影《三人行》14日在京舉行發佈會，
出席有杜琪峯、游乃海、趙薇及鍾漢

良，古天樂因有工作未能現身。
當介紹兩大主角出場時，鍾漢良似跳着

舞出場般，十分風騷。發佈會上，趙薇稱她
飾演一名腦科醫生，有不少動手術場面，在
拍攝之前她要受訓一個月，同時有專業醫生
在場協助拍攝，她自言看起來十分專業！而
鍾漢良飾演一名悍匪，他笑言是一個十分多
說話的悍匪，所以他的對白又長又多，他多

謝導演訓練到自己記憶超強。趙薇和鍾漢良
又爆古仔是個肌肉男，他的二頭肌超勁！
首度與杜Sir合作的趙薇表示，很幸運

成為女主角，第一次接到邀請演出她感到很
驚喜，令她越演越過癮。趙薇、鍾漢良兩人
又自爆在戲中被古仔毒打，趙薇先說：“有
場對手戲是被古仔掌摑，為了遷就角度及
NG，我足足被古仔打了一整天。”在旁的
鍾漢良笑說當大家收工時見到趙薇臉也腫起
來，如爆了微絲血管一樣。趙薇笑言向編劇

游乃海表示要報復，所以有場戲是她掌摑古
仔，不過可能杜Sir錫着古仔，打了幾次便收
工，但她卻被古仔打足一整天！至於鍾漢良
有場戲被古仔捉住扭耳仔，結果古仔扭着耳
仔還不停在搖，拍罷之後他的耳仔腫起來，
他笑言古仔真是全力演出！

另外，在台上有三種戲中道具，分別是
聽筒、綳帶及手銬，趙薇搞笑地用聽筒為鍾

漢良聽心跳，不過她聽完笑說：“有病！”
鍾漢良表示在戲中他與手銬為伴，所以要趙
薇扣上手銬，他們又齊齊為主持人小冉的頭
綁上綳帶！席間一眾台前幕後人員上台敬紅
酒慶祝，有記者問開設酒紅酒莊的老闆娘趙
薇在拍戲時可有與杜Sir交流紅酒心得？趙薇
表示，杜Sir的紅酒心得與拍戲一樣有研究，
所以大家有時互相交流，她又送了紅酒給杜
Sir品嚐，難得杜Sir也讚好酒，她可以無限
量供應紅酒給杜Sir呢！

志偉生日正日低調慶祝志偉生日正日低調慶祝

梁烈
唯（唯唯）與唐詩詠14日出席無綫全新
旅遊節目《有乜好過去camping—德國
篇》記者會，會上率先播放詩詠與馬國
明（馬明）在戶外為唯唯慶祝生日的片
段，兩人更吻賀唯唯，唯唯笑指馬明還
是首次親男仔。早前唯唯與詩詠及馬明
前往德國，在全世界第三大露營勝地拍
攝節目，並由慕尼克駕車玩到漢堡，到
過天鵝堡及阿爾卑斯山，詩詠自爆其中
一程因暈車浪而喪嘔，節目中還要食
蟲。她表示此行還是第一次去camping，
小時候媽咪因覺得危險不准她去，想不

到如此大個才有機會去。
唯唯表示早時去旅行都是入住酒店，但這

次去camping感覺很不同，因為不同時間會見到
不同景色，在阿爾卑斯山旁邊紮營時見到有水
鴨經過及調情。

謝婷婷
14日穿上低胸露背短裙，酥胸半露出席首飾
品牌活動，直言真空上陣的婷婷，表示已做
足安全措施，故不擔心走光。
婷婷透露稍後將會接拍兩部動作電

影，近日已開始鍛練體能，她說：“無人
要求我都會自己學，每星期會做好多運
動，打網球同潛水。”不怕受傷的婷婷，
自爆之前拍一場跳樓戲，因不想用替身，
要求親身上陣。
她笑指父母沒有叫她小心點，反而叫

她“搏啲（拚一點）”，她打算跟伍允龍

學功夫。
提到其舊愛安志杰（Andy）與Jessica

C.誕下女兒，婷婷表示已透過Andy的助手
祝賀對方。問到婷婷現時的感情狀況？她
表示以工作為重。

有傳她的哥哥謝霆鋒與女友王菲將於
不丹結婚，問到婷婷可知此事？她說：
“好多朋友都有問我，但我真是不知，如
果到我知一定是真。”

另外，崔建邦舊愛陳嘉莉（Kelly）14
日出席活動時，透露稍後將首次參加打拳
比賽，心情十分緊張。

陳小春
和太太應采兒13日晚以夫
妻檔出席在北京舉行的
“樂視生態共享之夜”，
小春獲頒發年度最受歡迎
音樂微電影獎項，大會特
別邀請應采兒擔任頒獎嘉
賓，應采兒隆重其事，罕
有地以性感裝束亮相力撐
老公，叫人眼前一亮。小
春即場深情獻唱新歌《主
題曲》，感動全場。
至於和應采兒的夫妻

相處之道，小春說：“我

現在確實是經常作出退讓
的一方，因為兩個人不一
樣，相處起來要找平衡
點，我覺得OK呀，沒什
麼好爭，沒什麼好吵的，
你那麼愛給主意就你來
吧，這樣也是一種相處之
道呀。”應采兒則表示頒
獎給老公一點不尷尬，覺
得很享受，她笑說：“希
望將來可以頒更多獎給他
啦，無論係電影或者歌曲
獎項，又或者頒個好老公
獎給他都得㗎，哈哈！”

朱紫嬈14日出席HiFi大碟
《大愛》記者會，除了父母出
席外，亦邀得多位圈中好友到
場支持。
會上朱紫嬈翻唱彭羚的

《囚鳥》，而出席的嘉賓之一
的漢洋，上台時就指早前出席
了洪杰新碟發佈會，對方又是
唱《囚鳥》，他又說：“難道
你們都好喜歡歌詞最後一句
‘眼淚是唯一的奢侈’？”令
朱紫嬈臉露尷尬。問到朱紫嬈
是否請錯嘉賓？她說：“漢洋

有什麼講什麼，不會怪他。”
說到撞歌一事，她指首歌去年
九月已經錄好，怎知突然有人
出碟撞歌。她表示與舊愛洪杰
已很久沒有聯絡，並自爆已有
圈外男友，覺得與圈外人拍拖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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