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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網開賽前，澳洲氣象局已警告南部大部分地
區本周將有「嚴重」甚至「極端」的熱浪侵

襲。澳網開賽首日，氣溫升至攝氏35度，昨日最高
溫度更升至42.2度，貼近墨爾本1月最高溫史上紀
錄(45.6度)，令多名球手和工作人員中暑感到不適。
彭帥在首圈與「90後」日本小將奈良久留美鏖戰

2小時49分鐘，在決勝盤明顯體力不支，雙腿抽
筋，而且更出現嘔吐，最終以5:7、6:4和3:6的盤數
落敗。她賽後說：「我的一雙腿在抽搐，不能站
起。我已耗盡體能，無法跑動和發球，要在這樣的
情況下比賽是沒有可能的。」
加拿大球手丹斯域在對法國球手派利的男單比賽
中，更一度感到暈眩，需要在場邊接受治療，對此他
形容要在這酷熱環境下比賽是「不人道」。他說：
「我認為這是不人道，當看到球手退賽、棄權，對任

何人來說，包括球手、球迷和網
球運動都是不公平。球手們出現這
麼多問題，大家都向賽會作出投
訴。(除非)直至有人死亡，否則他們
仍會繼續安排在這高溫下比賽。」

球場放膠水樽熱到融
前世界一姐禾絲妮雅琪則表示，當在球

場內放下一支膠水樽時，樽底開始融化，
並指自己就像在桑拿房內，汗如雨下。
澳網首席醫護人員添活特回應時指出，由

於濕度持續偏低，故賽會決定不引用緊急條
例。他說：「有部分球手在高溫下生病和感到
不適，但他們在比賽後沒有要求醫療人員協
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NBA常規賽周三賽程
(香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客隊
●魔術 對 公牛
76人 對 山貓
巫師 對 熱火
塞爾特人 對 速龍
公鹿 對 灰熊
○木狼 對 帝王
鵜鶘 對 火箭
馬刺 對 爵士
太陽 對 湖人
拓荒者 對 騎士
勇士 對 金塊
◎快艇 對 小牛

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速龍 116:94 公鹿
塞爾特人 92:104 火箭
紐約人 98:96 太陽
公牛 88:102 巫師
鵜鶘 95:101 馬刺
小牛 107:88 魔術
爵士 118:103 金塊
●now635台8:00a.m.直播
○now678台9:00a.m.直播
◎now678台11: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英國F1車手畢頓的父親約翰畢頓周日
懷疑因心臟病發，在法國南部的寓所離
世，享年70歲。麥拿侖車隊總經理韋特
馬殊聞悉噩耗後，向畢頓一家致以哀悼和
慰問。
畢頓的經理人周一發表聲明公布老畢頓

離世的消息，初步死因懷疑是突發心臟
病，而畢頓與家人當時一直陪伴老父走完
人生最後一程。
約翰畢頓昔日曾是越野拉力賽車手，在

畢頓年少時，已栽培愛子繼承衣缽。自畢頓登陸F1賽場後，約翰畢頓
經常陪伴兒子四出征戰，在賽場內甚受歡迎，09年終見證愛子初嚐世
界冠軍滋味。

最關注兒子F1事業
韋特馬殊惋惜地表示：「聽到約翰畢頓離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遺憾和

悲傷。在我的F1生涯中接觸過很多車手的父親，可以說約翰對兒子是
最為關注和投入。在畢頓還是小孩時，約翰就時刻陪伴在他身邊，直
到畢頓長大，他依然伴隨在左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澳網視點澳網視點

火箭周一憑藉懷特侯活獨取32分
和10個籃板球，作客以104:92炸傷
塞爾特人(綠軍)；而紐約人則經過加
時賽，最終在主場以98:96險勝太
陽，取得5連勝。
火箭在第2節和第3節合共拿下65
分，扭轉首節落後8分的劣勢，即使
在最後一節侯活 14

次投射罰球僅中6球，一度被綠軍追
近，但火箭仍維持勝果。除了侯活
表現出色，林書豪是役也有16分和9
次助攻。夏頓和復出的前鋒柏臣斯
分別貢獻16分和14分。柏臣斯說：
「在他們開始犯規戰術後，我們對
侯活的罰球還是很有信心，所以我
覺得這是一場很棒的勝利，不過這
也並不完美。」

紐約人險勝太陽
另外，剛獲選東岸上周最佳球

員的紐約人前鋒安東尼，周一拿
下29分和16個籃板球，
率領球隊以2分之差
險勝太陽，在新

年持續強勢，錄得5連勝的佳績。安
東尼賽後表示：「我們現在是一支
團結之師，尤其是在精神層面，是
一支脫胎換骨的球隊！我現在開始
相信，當我們落後時仍然有機會取
得勝利。」
經過季初的悲慘開局後，紐約人

今季首次在主場麥迪遜廣場花園擊
敗西岸球隊，也將主場戰績改寫至7
勝12負。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季中大手增加多名新援的南
華又再傳出新轉會消息，老將張春暉將離隊暫別球壇，而新世
代港腳門將梁興傑則會由標準流浪外借「上山」；另外東方沙
龍為爭入三甲亦會增兵，除以15萬港元由橫濱FC(香港)購入
翼鋒梁子成外，亦會由澳職墨爾本雄心羅致澳洲中鋒戴蘭麥亞
里士打。
對於老臣子張春暉的離隊，南華足主羅傑承在網誌中表示

感謝張春暉多年來為球隊的付出，希望這位前港腳離隊後會有
更好發展。據知張春暉離隊後將會朝着教練方向發展，暫時不
會加盟新隊伍。為填補張春暉離隊後的空缺，南華已獲得標準
流浪外借門將梁興傑，流浪總監李輝立表示外借這位正選門將
是希望他能藉參加亞冠盃資格賽汲取更多經驗，梁興傑絕對仍
是球隊的重要一員。

東方羅致澳職中鋒
力爭三甲席位及盃賽冠軍的東方沙龍亦在季中有大動作，

除從橫濱FC(香港)購入梁子成外，更會引入効力澳職墨爾本雄
心的32歲中鋒戴蘭麥亞里士打，據知這名中鋒身高達1米
92，副總監歐偉倫認為他的制空力配合基奧雲尼的射術，將是
港甲其中一對最佳拍檔。

火箭炸傷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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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頓父疑心臟病離世

前世界一哥費達拿昨日在男單首圈以6:4、6:4和6:2
的盤數擊敗澳洲球手杜克禾夫，輕鬆躋身次圈後，超
越南非名宿費雷拉連續56次參加大滿貫賽的紀錄，書
寫男網新史(連續57次)。
費達拿的連續57次參加大滿貫賽紀錄由2000年澳

網算起，14年來未曾缺席過任何一項大滿貫賽，如費
達拿繼續保持健康，甚至有機會挑戰法國球手桑托羅
共70次出戰大滿貫賽的紀錄。
費達拿對此說：「能夠改寫這個紀錄，我還是為自
己能夠長期保持健康感到自豪。而且很大程度上，我
應該感謝大滿貫5盤3勝的賽制，以及兩周的賽期沒有
被縮減，讓我在整個賽季中設定計劃，並把身體狀態
調整到最佳去參賽。」
除了費達拿之外，四天王的拿度和梅利昨日亦告順
利晉級。拿度首圈遇上澳洲球手湯米奇，在以6:4拿下
首盤後，湯米奇因傷退賽；而梅利則以總盤數3:0輕取
日本球手添田豪，與拿度雙雙躋身次圈。
女單方面，衛冕冠軍阿薩蘭卡以總盤數2:0挫瑞典

球手拿臣晉級，而舒拉寶娃則以相同總盤數擊敗美國
球手辛絲出線。
繼首日的張帥、唐好辰和吳迪後，中國軍團昨日再

有3名球手「一輪遊」，彭帥、段瑩瑩及張擇分別在
女單和男單首圈出局。從外圍賽首次闖進澳網女單正
賽的天津小將段瑩瑩，以0:6和6:7的盤數負給白俄羅
斯球手加禾蘇娃，無緣次圈。男單方面，張擇在領先
首盤7:5的情況下，被31號種子、西班牙球手
華達斯高連追3盤6:3、6:2和6:3，結果以
總盤數1:3慘遭逆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費達拿連續57次征大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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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網開賽僅2日繼續

「升溫」，昨日賽事在

攝氏超過42度高溫下

進行，多名球手叫苦連

天，中國金花彭帥打至

抽筋嘔吐、加拿大男子

球手丹斯域更一度暈

倒，場邊的球童亦告中

暑不適，但澳網賽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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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上座人數
破紀錄
澳網首日賽事在攝氏35度

高溫下展開，不過熱浪未有令
球迷卻步，據報澳網開賽首日
的現場觀眾人數高達 47,491
人，超過 2012 年的 45,361
人，創下澳網史上首日比賽的
上座紀錄。早在開賽前，澳網
組委會對今年的上座率保持樂
觀，估計今年的總上座人數會
超過去年的68.5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禾琪晒8卡訂婚巨鑽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昨日
在女單首圈以6:2和6:0的盤數大
勝西班牙球手蓮奴晉級後，戴回
北愛爾蘭球手麥基爾羅伊送贈的
訂婚巨鑽。禾琪賽後被場內的主
持要求向現場球迷展示鑽戒，並
透露麥基爾羅伊的求婚過程。禾
琪表示：「他問了我的父母，然
後單膝跪地。」至於鑽戒的卡
數，禾琪表示未婚夫選了她最愛
的數字，她笑着說：「這也是中
國人的幸運數字，就是『8』。」

澳網周二部分賽果澳網周二部分賽果
男單(首圈)

(5) 迪樸祖(阿根廷) 3:1 韋尼威廉斯(美國)
(10) 宋加(法國) 3:0 禾蘭迪(意大利)
(11) 拉奧歷(加拿大) 3:1 查華(西班牙)
#(13) 伊士拿(美國) 未完成 克里辛(斯洛伐克)
(16) 錦織圭(日本) 3:2 馬杜斯域(澳洲)
(18) 西蒙(法國) 3:2 白蘭斯(德國)
(24) 塞比(意大利) 3:2 希維治(澳洲)
(25) 蒙菲斯(法國) 3:0 夏里遜(美國)

盧彥勳(中華台北) 3:0 王宇佐(中華台北)
女單(首圈)

(5) 拉雲絲卡(波蘭) 2:1 普汀塞娃(哈薩克)
(8) 贊高域(塞爾維亞) 2:0 土居美咲(日本)
(11) 夏莉普(羅馬尼亞) 2:0 比達(波蘭)
(13) 史提芬絲(美國) 2:0 舒維杜娃(哈薩克)
(19) 古絲妮索娃(俄羅斯) 0:2 施杜連娜(烏克蘭)
(20) 施保高娃(斯洛伐克) 2:0 舒夏禾妮(意大利)

註：( )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中途退賽

■禾絲妮雅琪賽後展示8
卡巨型鑽戒。 路透社

■■費達拿首圈輕費達拿首圈輕
鬆晉級鬆晉級。。新華社新華社

■■張擇張擇((右右))賽後賽後
與華達斯高握與華達斯高握
手手。。 法新社法新社

■澳網次日賽事在攝氏42度高
溫下舉行，入場球迷全都穿上
背心、短褲和拖鞋。 新華社

■畢頓父親(右)經常陪兒子
四出征戰。 資料圖片

■安東尼(右)投射3分球。 美聯社

■■侯活賽後脫去球衣侯活賽後脫去球衣
送給球迷送給球迷。。 美聯社美聯社

■■彭帥在決勝盤體力不支彭帥在決勝盤體力不支。。法新社法新社■■丹斯域暈倒要在場邊休息丹斯域暈倒要在場邊休息。。美聯社美聯社

■■一名球童抵不住高溫一名球童抵不住高溫
要被扶走要被扶走。。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