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
■責任編輯：蔡明亮 ■版面設計：鄭世雄 二 ○ 一 一 年 九 月 九 日 （ 星 期 五 ） 辛 卯 年 八 月 十 二

http://www.wenweipo.com

Wen Wei Sports

天雨玩謝美網 連續2日取消比賽

■賽會派出工作人員加
緊弄乾場地。
法新社

雨水令美網連續

■拿度只打了3
局比賽又要暫
停。
法新社

2日被迫中斷，周
三的比賽被雨水推
遲1小時後勉強開
打，不過比賽僅進
行15分鐘，便因細
雨再次來襲而被迫
中斷。對於賽會在
陰雲密布的天氣下
仍安排比賽，引來
「一哥」祖高域、
西班牙球手拿度、
英國好手梅利及東

周 與盧森堡球手梅拿的16強戰；當賽會宣布比賽暫停時，拿

三上午共有3場男單比賽進行，其中中央場上演衛冕的拿度

度在局數上以0:3落後。下場後，拿度對賽會在陰雲密布的天氣下
仍安排比賽表示了不滿：「還是老樣子，賽會最在乎的就是錢。
我們沒有受到保護，辦大滿貫賽很燒錢，但我們也有參與，他們
只是為了比賽工作，不是為我們。」
除了拿度抱怨外，世界排名第4的梅利和2003年美網冠軍盧迪
克，眼看雨勢斷斷續續，主辦單位卻硬要他們登場，紛紛向球證
抱怨。梅利說：「球場很滑，選手比誰都想比賽，但不是在危險
時。球場後方浸水，球是濕的，大家都提醒官員，他們還是說沒
事，上場7、8分鐘，又把我們叫回室內，這實在沒道理。」而盧
迪克則說：「我認為能否出賽應討論決定，我進場時仍是雨濛
濛，球場後方地面還是濕的。」

祖高域要求加頂棚

道主的美國球手盧
迪克等連珠炮轟。

據未來7天天氣預報預測，此次降雨有可能持續到本周六。假

若如此，為期2周的美網將連續第4年因雨無法
按計劃在周日收場。「一哥」祖高域明確要求美
網主球場加頂棚，他說：「這是大滿貫比賽，有
巨大的商業收入，所以他們應該考慮在未來給主
球場加頂棚。」
美網現有17個正式比賽球場，但均為露天場地，
因此一旦雨水光臨，比賽就只能推遲或取消。近3
年，美網均受到雨水的襲擾，男單冠軍之戰接連被推
後1天舉行。此前已有輿論指出，美網早應像澳網和溫網
那樣新建和改建一座遮風擋雨、頂棚可開啟式的球館，但美國網
協一直不為所動。
美國網協一位官員對此解釋說，建一座開啟式房頂的球館技術
上複雜不說，關鍵是需要大筆資金；他認為建一座頂棚可開啟式
的球館大約要花費逾1.5億美元。在美國網協看來，花這一大筆錢
建屋頂，還不如把它投入到全美網球發展計劃當中，比如用於球
員發展、獎學金、網球設施改善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古爾頓 卡費尼哥夫
獲名人堂提名
2012年網球名人堂提名名單周三揭曉，今屆共
有9人獲得提名，位位皆是網球壇上重量級人
馬，其中包括3屆法網冠軍、巴西球手古爾頓(見
圖)、俄羅斯第一位世界一哥卡費尼哥夫和自13
歲就開始職業選手生涯的美國女網名將卡佩麗
蒂等。
眾多候選人當中，最矚目的要數古爾頓與卡
費尼哥夫。古爾頓曾雄霸世界第一長達43周，曾
於1997、2000和2001年奪得法網冠軍，01年共拿
下6個單打錦標，當年他在紅土場上畫下心形圖
案獻給球迷，至今仍是網球壇經典一幕。而卡

■梅利測看雨勢。美聯社

9．11臨近 安保加強

費尼哥夫不單是首位俄
羅斯第一，職業生涯共
拿得26個單打冠軍，包
括在1996年的法網和
1999年的澳網，而在96
年法網同時囊括單、雙
打冠軍，此成就直到現時仍無人能及。
獲提名的9名候選人將要接受傳媒投票，得票
率超過75%才可以正式入選名人堂，頒獎儀式將
會於明年7月14日的美國名人堂草地賽期間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美網男單決賽按計劃將於11日進行，恰逢美國紐約 施，我們希望
911恐怖襲擊十周年的紀念日，另外還有13場欖球比賽 所有的球迷都
在這期間展開。提到911，安全是首當其衝的問題，因 得到保護，無
此美網和欖球聯賽的賽事安保都會異常嚴格，包括使用 論這是911的
排彈警犬和對球迷拍身檢查等安檢措施。
第幾個周年紀
■警察在球場入口駐守，加強保安。
美網安保負責人羅德里格斯表示，從美網8月29日開 念。」
美聯社
賽，他們就同國土安全部的工作人員密切聯繫，截至目
9月11日，
前還沒有任何「具體的、可信的威脅」
。羅德里格斯7日 美國會有大量十周年紀念活動。美網決賽賽場會塗上
強調了嚴格安保的必要說：「體育賽事的特性決定了它 「9-11-01」字樣；公園棒球場的草坪上會寫上「我們不
會成為恐怖襲擊的特定目標，我們會採取頂級的安保措 會忘記」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美奧運體操冠軍涉傷人被捕

丁俊暉首圈出局黑面
■丁俊暉在領先3局下慘
遭逆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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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丁俊暉狀態不佳眾所
周知，但卻未能料到，在上海桌球大師賽首輪比賽中，神童即爆
冷出局。歡呼聲中登場、起哄聲中退場，輸球後的丁俊暉心情跌
到谷底，在賽後新聞發佈會全程黑面。
前晚壓軸出場的丁俊暉再度發揮失常、失誤連連，在先贏3局
的情況下連丟5局，以總局數3:5不敵狀態平平的古爾德。在3:0領
先的大好局面下被逆轉，丁俊暉的表現令球迷非常失望，登場
時的歡呼聲在退場中亦轉變為起哄聲。輸球後的神童心情也
極度鬱悶，賽後新聞發佈會上全程黑面。
中國軍團在首輪便全軍覆沒，有記者請丁俊暉對此作出
評價。丁俊暉說：「我代表不了他們，我只是輸了我自
己的球，他們輸的是他們的球。」當被問及本場比賽
失利的原因時，則輕聲帶過：「沒打進球。」(是
否是由於時差原因？)「不知道，沒感覺。」一
時間，新聞發佈會廳內鴉雀無聲，場面極為
尷尬。
最後被問到在3:0領先後被逆轉的原
因，丁俊暉的語氣則
顯得更加不耐煩
說：「3:0領先，還沒

自「舒麥加年代」在06年結束後，法拉利車隊的風頭漸
被麥拿侖和紅牛車隊搶去，然而法拉利「話事人」多梅尼
卡利深信2屆世界冠軍艾朗素，可為車隊重拾昔日光輝，
並計劃打造全新的「艾朗素年代」
，希望在1年內令這名西
班牙車手再次成為習慣勝利的車手。
舒麥加在1996年由班列頓車隊轉投法拉利，等待5個賽
季後，才於2000年首度為法拉利奪得總冠軍。去年加盟的
艾朗素，上季與總冠軍擦肩而過，但今年只取得1個分站
冠軍，並願意提早與車隊續約至2016年底，對此多梅尼卡
利表示：「自1991年起，我已是法拉利其中一員，所以我
非常清楚。在取得成功賽季和變得具競爭力前，我們花了
6至7年時間才可持續獲勝，所以為了長遠成功，我們願意
再次放下(得失)去令車隊變得更強。艾朗素是我們重要財
產，他這樣信任車隊和願意長遠成為車隊一分子，這意味
我們可一起做出好成績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多梅尼卡利(右)對艾朗素寄望甚殷。

美聯社

判我贏呢！是吧！球就是這麼打
出來的，打成甚麼樣，大家都看
到了，沒甚麼好問的！」隨後，
甩下一眾尷尬的記者，揚長而
去。

自覺解脫 拒談戀情
走出發佈會現場後，丁俊暉的
心情可能略有平復。他在接受採
訪時說：「我沒有覺得甚麼(遺
憾)，反而覺得解脫了吧。」在上
海大師賽之前，丁俊暉與女友接
■梁文博不敵羅拔臣出
吻的照片曝光，戀愛一事被熱
局。
資料圖片
炒。此事是否影響到丁俊暉的心
情和比賽狀態呢？對此，丁俊暉沉默了片刻，搖 頭道：「不想
說了。」
在外卡輪比賽中，金龍、唐俊、蔡劍忠等6位中國選手儘管獲
得外卡資格，結果他們6人一共只贏了9局球，通通被擋在正賽之
外。再加上梁文博也以總局數1:5慘敗給澳洲球手羅拔臣，中國
軍團在上海大師賽首輪比賽就已經全軍覆沒。

04年雅典奧
運男子全能體
操冠軍夏姆(見
圖)於上周六被
警方拘捕，被
控以公眾地方
行為不檢和傷
人的罪項。據
警方稱，現年
28歲的夏姆因計程車費用與司機發生爭
執，繼而對司機拳打腳踢，並打爛計程
車車窗，司機因此報警求助。夏姆現已
保釋外出，他的經理人則否認控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阿姆斯特丹申辦2016歐田賽
荷蘭阿姆斯特丹於本周三公布決定申
辦2016年歐洲田徑錦標賽，並最遲於10
月20日提交申請。是次歐錦賽的1900萬
歐元預算，將分別由阿姆斯特丹市政
廳，荷蘭國家健康、福利和體育部以及
其他贊助商共同負擔。而比賽場地則定
於阿姆斯特丹奧林匹克體育場舉行。據
預測，歐錦賽將有1300名田徑選手參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舒慧

飛馬主場誓破「浪」響頭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中場前沒有大變動，默契
潘志南) 天水圍飛馬今日
更『升呢』
。」飛馬在北京
在元朗大球場迎來球隊
和香港多場熱身賽中「贏
今屆首場「bma甲組聯
到開巷」
，主場將以強勢出
賽」
，主場出擊內訌的標
戰流浪。
準流浪，不勝無歸。賽
流浪高層對巴貝利
事晚上8時鳴笛，門票分
失信心
收60元、長者及學生特
惠票20元兩種。主隊飛
標準流浪雖有港隊門將
馬更讓首100名入場球迷
魏釗和土生洋帥巴貝利加
免費睇波，下午6時30分
盟，但未見其利先見其
於球場7號閘入口，可憑
害，因為球隊在一連串熱
入場票尾換取月餅一
身賽輸多贏少，高層對巴
盒。
貝利的信任指數大跌，加
飛馬今季有多名新球 ■杜特(左)與樊群霄力爭上演港 上 巴 貝 利 和 球 員 關 係 欠
資料圖片 佳，球員未有賣力表現。
員加盟，當中麥基有助 甲處子秀。
前場的「以快打慢」戰術，防守亦增添外 流浪今季羅致了前公民球員辛祖擔任前
援杜特和內援樊群霄，主教練陳曉明說： 鋒，取代離隊的文嘉及馬高遜。後防則以
「上屆我們總是在完場前遇到對手空襲狂 比圖為重心，配合翟廷峰、陳韶遠和劉松
轟，處於下風。今屆加入多名中堅就是要 偉等少將組成防線，而唐建文、費蘭度、
堵塞漏洞。至於今場3分是志在必得，一定 林學曦、辛祖和巢鵬飛則成為球隊入球組
要在家門贏波，要有好的開局。事實上，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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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尼柏加
(左)再成致
勝功臣。
路透社
法國男籃在周三的歐洲錦標賽次階段賽事，
憑藉 力馬刺的後衛東尼柏加在完場前18秒投進
5個罰球，最終以68:64險勝土耳其，繼續保持不
敗，而衛冕的西班牙和東道主立陶宛同日亦告
贏波，戰績改寫成2勝1負，晉級8強機會高唱入
雲。
法國隊在最後一節曾領先土耳其多達15分，但
在完場前45秒，領先優勢縮減至只得2分，此時
東尼柏加負起得分重責，完場前投進5個關鍵罰
球，全場獨取20分、6個籃板球和5次助攻，率領
球隊驚險獲勝，目前在次階段保持3戰全勝。法
國隊主教練科萊特說：「當我們大比數領先
時，我們有點放鬆。如果這場比賽落敗，那就
太糟糕了。」另外，西班牙的加素兄弟發威，
合力攻進43分，協助球隊以77:68擊潰由魯域斯
基領軍的德國隊，令後者3戰全敗。魯域斯基是
役貢獻19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