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傑
志開操後昨天踢首場季前熱身
賽，結果以5:1大炒地區球隊南區
隊。傑志在先失1球下反勝，教練
對於失球給地區球隊表示不滿。
該隊志切在本月底的巴克萊亞洲
錦標賽爭取好成績。
該會3名港隊成員林嘉緯、朱兆

基、高文料會獲得港隊重用。伍
健指出，由於傑志在巴克萊亞洲
足球錦標對陣車路士，3名港腳均
表示爭取為傑志上陣對壘車路
士，因為有機會對陣此等國際勁
旅是球員的心願，伍健強調傑志
會以香港隊賽事為重，一切要看
香港隊署理教練廖俊輝的決定，
傑志在支持港隊的同時亦希望兩
者能夠協調，讓球員有機會上陣

對車路士。
上年度入選最佳11人陣容的首

席射手佐迪，因肌肉有傷患隱
憂，經醫生檢查後證實不會對他
的職業足球生涯有影響。傑志總
監伍健表示，他會聯絡已返國度
假的教練甘巴爾了解情況，該30
歲射手因手部肌肉發炎要留國醫
治，球隊會考慮人選替補。
傑志此仗志在練兵，所有球員

均輪番上陣，包括新加盟的羅志
焜、重歸球會的夏志明、入選香
港隊的中場高文。曾健晃個人梅
開二度，高文、陳文輝、盧比度
各有一球進賬。黃洋下半場腳傷
退下火線，夏志明全場表現積
極，爭取正選戰意鮮明，而羅志
焜和隊友盧比度已有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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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在國際田聯挑戰賽馬德里站比賽
中，2004年雅典奧運會冠軍、美國名
將加特林(見圖)奪取男子100米金牌，
再次向世人證明了自己的強勢復出，
同時也為下月在世錦賽上同保特的對
決提前熱身。
加特林在逆風條件下跑出了10秒10

的成績，英國選手錢伯斯以10秒13獲
得亞軍。這是加特林自去年復出以來
奪得的第二個百米冠軍。
雅典奧運會奪冠後，加特林又在一

年後的田徑世錦賽中贏得男子100米和
200米雙料冠軍。然而正當事業如日中
天時，他卻在2006年被查出使用禁
藥，遭到了禁賽四年的處罰。
在加特林缺席的這四年中，百米跑

道上發生了太多故事，特別是牙買加
「飛人」保特的橫空出世，讓人們似乎
已經遺忘了曾經的奧運冠軍加特林。
但這位29歲的老將並不想就此繳械，
他於去年禁賽期滿後宣佈復出。
復出後，加特林正努力重建自己的

王朝，並且順利通過了美國世錦賽選
拔賽，將代表美國出征下月開賽的韓
國大邱田徑世錦賽。屆時在100米跑道
上，他將與保特展開直接對話。
「我只想一步一步、一場比賽接一

場比賽地恢復狀態，我參加的每場比
賽都充滿挑戰，這提升了我的能力，
也讓我為下月開賽的世錦賽做好了準
備。我（在世錦賽上）的目標是闖入
決賽，」加特林說。「我過去曾做過
許多錯事，但我一直十分專注。我不
知道要怎樣表達，能夠重新回到賽道
上，我感覺很親切」。 ■新華社

瑞典 1：2 塞爾維亞
首個比賽日因左膝傷勢復發而缺席單

打的祖高域，讓喜歡他的球迷為之擔
心。不過這位新科世界第一很快出現在
賽場，他和澤蒙季奇搭檔出戰雙打的比
賽。遺憾的塞爾維亞雖然擁有澤蒙季奇
這樣的頂級雙打高手，卻始終找不到和
他配合時能擦出火花的人選。即使是單
打實力絕頂的祖高域，同樣難以和澤蒙
季奇產生良好的化學反應。兩人在雙打
比賽中直落三盤敗給了孤注一擲的瑞典
組合阿斯匹林/林德施泰特，讓晉級懸
念留到了最後一天。

德國 0：3 法國
儘管在客場作戰，不過首日兩場單

打的全勝幫助法國隊以2:0進入雙打爭
奪。剛剛在溫網進入四強的桑加轉戰

紅土後雖然沒有出戰單打，但是他和
羅德拉的雙打組合依然默契十足。在
面對去年溫網雙打冠軍佩茲斯奇納爾
和卡斯的組合，桑加/羅德拉完全沒有
給德國隊任何機會，直落三盤取得完
勝後，法國隊也提前一天拿到了戴盃
四強席位。

美國 1：2 西班牙
首日費殊和盧迪克兩員大將在主場

先後輸球，使美國隊在主場面對西班
牙時陷入了0:2落後的不利局面。在雙
打對抗中，世界第一組合白賴仁兄弟
面對沃達斯科/格拉諾勒斯時，先輸第
一盤的搶七更讓主隊球迷驚出了一身
冷汗。幸好實力、狀態均處於巔峰的
雙胞胎兄弟最終以三個6:4完成了逆
轉，為美國隊扳回一分，同時保留了
最後逆轉的希望。 ■綜合外電

羅馬尼亞拳手盧奇安．布
特(見圖)9日在布加勒斯特舉
行的IBF超中量級拳王爭霸
戰中，4個回合擊敗法國拳
手讓—波勒．芒迪。
當晚，1萬多名觀眾現場

為布特助戰。在第四回合結
束前幾秒，布特一記左勾拳
擊中芒迪下巴。芒迪倒地不
起。布特淚流滿面。這是布
特第八次衛冕IBF超中量級
拳王稱號。
布特說，「在15年的拳擊生涯中，我從來沒有今晚這樣美妙的感覺」。
布特2007年10月在蒙特利爾首次贏得IBF世界拳王稱號。31歲的布特在其

29場職業賽中保持了全勝，其中24場擊倒了對手；芒迪在其職業賽中共有29
次比賽獲勝，兩次被擊敗。 ■新華社

布特成功衛冕IBF超中量級拳王

2011年環法單車賽9日結束了第八賽段從艾
居朗德到蘇佩爾—柏斯．桑西的比賽。葡萄
牙車手科斯塔以4小時36分46秒的成績奪得冠
軍。挪威選手胡舒福德以33小時6分28秒列總
排名第一。他僅以1秒的優勢領先排名第二的
澳洲選手埃文斯。衛冕冠軍、西班牙名將干
達度的排名繼續上升至第20名，仍落後胡舒
福德1分42秒。
第八賽段是全長189公里的丘陵賽段。科斯

塔以12秒的優勢率先衝線奪得這一賽段的冠
軍。這也是24歲的科斯塔首次奪得環法賽段
的冠軍。10日，環法將進入第九賽段，即從
法國中部的伊蘇瓦爾到聖弗盧爾、全長208公
里的丘陵賽段。 ■新華社

環法第八賽段葡車手科斯塔奪冠

奧運百米冠軍加特林強勢復出

傑志熱身賽備戰車路士

祖高域
戴維斯盃網球賽世界組

阿加斯：對網球的愛來得太遲
網壇傳奇人物阿加斯9日在美國紐波特市正式加

入了國際網球名人堂，在加冕儀式上，這位美國名
將的發言卻讓人有些意外，他說自己對於網球的愛
來得太遲。
站在舞台中央，身旁有妻子、同樣也是名人堂成

員的嘉芙的陪伴，阿加斯向人們說出了他對於網球
的真情實感。他說自己對於網球愛恨交加，在五歲
時他曾經被父親強迫去練習網球，那時候他對這項
運動反感至極；然而正是網球讓他贏得了一切，大
滿貫冠軍、奧運會冠軍，甚至還包括他的妻子嘉
芙。
「在我的人生中，對於網球的愛來得太遲。但

是，網球卻用它的愛把我拽了回來，這也是我現在
擁有一切的原因所在，」阿加斯說，「如果我們的

人生足夠幸運，我們總會遇到一些時刻，用我們所
做的事情來讓家長感到驕傲。我想感謝網球，讓我
擁有了這些時刻。」
在阿加斯的職業生涯中，有太多像他所說的這種

「時刻」。他曾經連續101周位居世界男單第一；也
曾經在跌至第141位後奮起反擊，在33歲時重返世
界頭名，成為年齡最大的世界第一。
「谷底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我曾經在谷底待過

一段時間。從第141位升至第一不是一個成就，它
只是折射出一個成就，」阿加斯說。
網壇傳奇回首往事，似乎只有輕描淡寫，但他入

選名人堂毋庸置疑。從1986年轉入職業網壇到2006
年退役，他總共贏得60個冠軍頭銜，奪得8個大滿
貫賽冠軍，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滿貫選手。■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
謙) 戴維斯盃港隊完美收
官！早前已篤定護級成功的
港隊昨日憑藉古尼於單打再
取一場，以總場數4：1擊
敗 利亞，為今年戴維斯盃
旅程寫下句號。

一連三日的戴維斯盃附加
賽，港隊早於前日便以場數
3：0遙遙領先成功護級，
下年仍會留在亞洲/大洋洲
區第二組作戰，昨日大打

「風流波」下首戰施力高雖
然兩盤2：6、0：6不敵對
手布魯阿德諾，不過古尼卻
成功在煞科戰為港隊錦上添
花，以6：1、6：4輕取羅
曼拉德萬，助港隊以總場數
4：1大勝而回，贏波功臣
古尼希望來年港隊能更上一
層樓，脫離護級漩渦爭取升
班。

2011年戴維斯盃團體賽世界組1/4決賽

進入第二個比賽日。首日因膝傷缺陣單打

的祖高域和澤蒙季奇聯袂出戰雙打，可惜

他們遺憾地輸給了瑞典組合，未能提前拿

到晉級權。法國隊則延續首日的強勢，在

雙打同樣反客為主直落三盤擊敗德國組

合，確認了一個四強的席位。首日0:2落後

的美國隊，終於在拜仁兄弟的幫助下扳回

一城，保留逆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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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祖高域難助塞爾
維亞隊提前晉級。 法新社

■祖高域和澤蒙季奇合作
未能擦出火花。 法新社

■古尼為港隊勝出最後一場單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拜仁兄弟為美國隊扳回寶貴一分。
美聯社

■葡國車手科斯塔獲得職業
生涯首個分段冠軍。 美聯社

■新加盟傑志的澳洲中堅艾雲(中)
助攻。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足球先生盧比
度和對手爭球。香港
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阿加斯
登入網球
名人堂。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派出
18位香港田徑隊成員，於7月7日至7月
10日出戰在日本神戶舉辦的「第十九屆
亞洲田徑錦標賽」。繼早前「亞洲格蘭
披治賽2011—嘉興站」賽事後，香港
田徑隊男子4×100米接力隊再次造出好
成績。
在男子4×100米接力項目中以39秒26

的佳績勇奪第二名，是香港田徑隊首次
於亞洲田徑錦標賽奪得獎牌，港接力隊
成員由鄧亦峻、黎振浩、吳家鋒和徐志
豪組成。

亞洲田徑錦標賽
港男4x100米接力隊勇奪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