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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基爾羅伊的世
界一哥地位將遭到
衝擊。
衝擊
。
路透社

年僅 21 歲的美國球手史
派夫周日在美國高爾夫球公
開賽，
開賽
， 以總成績 275 杆 、 1

勢與世界「一哥」
有排鬥

杆之微力壓同胞德斯汀莊遜

最近 4 項大滿貫冠軍分別由世界
「一哥」麥基爾羅伊及史派夫瓜分，
外界認為這 2 名年輕球手在可見的將
來勢成宿敵，惡戰連場，不過史派夫
則謙稱自己仍未夠班，難與「一哥」
相提並論。
史派夫目前世界排名第 2 位，在
2012 年始轉為職業球手，2 年前加入
美巡賽，在短短 2 年多的職業生涯，
合共奪得 4 個美巡賽冠軍及 2 項大滿
貫錦標。史派夫今年先後贏得美國大
師賽及美國公開賽桂冠，意味着最
近 4 項大滿貫冠軍分別由麥基爾羅
伊及史派夫瓜分，前者在去年連奪
英國公開賽及PGA錦標賽冠軍。

單季首 2 項大滿貫錦標的球

及南非球手奧斯度辛，
及南非球手奧斯度辛
，成為
92 年來最年輕美國公開賽
盟主，
盟主
， 亦是史上第 6 名連贏
手 ， 未來 2 個月有機會挑戰
「不可能的任務
不可能的任務」
」──單季
橫掃四大滿貫錦標。
橫掃四大滿貫錦標
。

史派夫在美國公開賽次輪開始升至並列首
位，戰至第 3 輪，共有 4 名球手一同領

先，而在最後一輪賽事，史派夫打出低標準杆
1 杆的 69 杆，總成績險勝德斯汀莊遜及奧斯度
辛 1 杆，自 4 月的美國大師賽後，再拿下美國
公開賽桂冠，成為1923年的卜比鍾斯後最年輕
的賽事冠軍，並繼2002年的活士後，首名連贏
單季首2項大滿貫錦標的球手。
現世界排名第 2 位的史派夫賽後興奮地說：
「我仍然感到震驚，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最
後 9 局真的非常緊湊。贏得大滿貫錦標真的難
以置信，一生中能擁有這樣的時刻真的很少，
而在 1 年內這麼早便贏得 2 個大滿貫冠軍，令
我難以理解，但現在坐在這裡總結比賽後，我
知道直至下一個大滿貫比賽
開始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
特別時刻。」

澄清不存在宿敵關係
對於未來勢與現年 26 歲的
麥基爾羅伊成為宿敵，史
派夫說：「這有點酷，我
認為有 2 名球手包攬四大
滿貫錦標，而域奇科拿擁
有第 5 個(球員錦標賽冠
軍)，說明高球正由年輕人
主宰。我不認為存在着宿敵
關係，我起初已說，羅利(麥
基爾羅伊)擁有 4 項大滿貫錦標
和多個冠軍，我只是剛開始。我
是較他年輕，我很高興得到這(優
勢)，去追逐其世界第一寶座，我
會專心朝這個目標進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今年只餘 2 項大滿貫賽

■史派夫成為 92 年
來美國公開賽最年
輕冠軍。
輕冠軍
。 美聯社

■羅斯保
羅斯保((中)高舉奧地利
站冠軍獎盃。
站冠軍獎盃
。
路透社

個分站冠軍和職業
生涯第 11 個分站冠
軍。憑藉這場勝
利，羅斯保的積分
上升至 159 分，在
車手榜上繼續位居
第 2 位，與咸美頓
之間的差距縮小到
10分。

起步好勝利關鍵

羅斯保賽後說：「再次在這裡
獲勝的感覺實在太棒了。關鍵是
起步，這次我的起步非常不錯，
而且成功地在前幾圈守住優勢。
我對賽車的表現非常滿意。」
羅斯保在第一個彎道成功超越
咸美頓，此後拉高倫和艾朗素的
賽車在第2個彎道發生碰撞，所幸
兩人均未受傷。艾朗素說：「我
還OK，當時的情形的確很讓人害
怕。」
■新華社

周凱華 李晉熙
李晉熙美國羽賽屈居亞軍
美國羽賽屈居亞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香港羽毛球混雙組
合周凱華與李晉熙周日在紐約出戰美國格蘭披治
黃金大獎賽決賽，以總局數 0:2 不敵國家隊的黃東
萍和黃凱祥，屈居亞軍。另外，前世界「一哥」
李宗偉則在男單登頂，奪得復出後的首個冠軍。
目前世界排名第 11 位的「姐弟組合」周凱華和
李晉熙，在混雙決賽遇上世界排名僅第 98 位的
■李晉熙與周凱華(左)
連輸2局。 資料圖片

東方今夏增兵行動停不了，昨日宣布獲得已入籍港隊的
「通天老倌」法圖斯來投，成為繼鞠盈智、鄭璟昊、韓載
雄、徐德帥、麥保美及何國泉後，新加盟的第7名球員。
■記者 蔡明亮

保特參戰牙買加預賽
牙買加男、女飛人保特與費莎派絲將參加本周四的牙買加
預賽，其中仍在回復狀態中的保特會專注 100 米，作為 8 月
世錦賽前的演練，而今年錄得女子 100 米跑最快時間的費莎
派絲，則會在 100 米及 200 米大顯身手。至於養傷 11 個月的

■ 梅利第 4 次在皇后
會盃奪冠。
會盃奪冠。
美聯社

奧運雙料銀牌得主比力克，則在男子 100 米及 200 米亮相。
■記者 鄺御龍

菲比斯聖卡拉拉再捷
繼 200 米蝶泳奪金後，美
國「18 金泳將」菲比斯周日
■ 菲比斯勝出 200 米
混合泳冠軍。
混合泳冠軍
。 法新社

分 59 秒 39 率先衝線，今年
首度在 2 分鐘內游畢這個項目。菲比斯賽後指自己現在作賽
是考驗精神多於一切，感覺相當痛苦。

■記者 鄺御龍

■ 費達拿堪稱哈雷公
開賽王者。
開賽王者
。
美聯社

「雙黃」組合黃東萍/黃凱祥，由於周凱華是役帶
傷上陣，港隊組合首局一直處於落後，結果先輸
15:21。第 2 局，港隊受制對方快速扣殺，處於被
動，結果以14:21輸掉第2局，屈居亞軍。
港羽總教練何一鳴賽後表示二人發揮合理，只
是受傷困擾未能打出超水準。近半年，除了2對混
雙組合外，港隊在男、女單和女雙都在進步中，
可從世界排名上升看到成
效。何一鳴續指出，目前
港隊在男單世界排名共有
4 人躋身前 30 名內，而張
雁宜與「黑妹」葉姵延則

齊封王迎溫網
梅利 費達拿

法圖斯成東方「第7簽」

再於聖卡拉拉職業賽報捷，
在男子 200 米個人混合泳以 1

事，英國公開賽將於下月 16 日至 19 日舉行，
而 PGA 錦標賽則於 8 月上演。歷年多名高爾夫
球偉大球手包括賀根、阿諾龐馬、「金熊」尼
克勞斯、加利披亞及活士，也曾嘗試過挑戰
1 年內橫掃四大滿貫錦標，可惜全都失敗收
場。
對於有機會挑戰這項「不可能任
務」，史派夫表示不敢多想：「我現
在只專注於英國公開賽上。這個機
會正在來臨，我真的很興奮，(但)
我不會去想未來可能會發生的
事情。」
■史派夫
史派夫((藍衣
藍衣))與工作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員自拍留念。
員自拍留念
。
法新社
蔡明亮

傳奇名將紛失敗收場

奧地利站掄元 羅斯保縮減差距

在周日結束的 F1 大獎賽奧地利
站比賽中，平治車隊的羅斯保力
壓隊友咸美頓奪冠，縮短在積分
榜上和後者之間的差距。
咸美頓在奧地利站奪得桿位，
但是羅斯保在起步時一舉超越隊
友，取得領先優勢。咸美頓一路
追趕，可是中途在出維修站時又
因為違規越線被罰5秒，徹底失去
超越羅斯保的希望。
這是羅斯保連續第2年在奧地利
站中奪冠，也是他本季奪得的第 3

■ 史派夫以 1 杆優勢
贏得冠軍。 路透社
贏得冠軍。

在女單分別位列第24位及第25位。
混雙方面，除了李晉熙/周凱華世界排名第 11
位，陳潤龍/謝影雪的組合位列第15位，女雙組合
謝影雪/陳祉嘉則排名第28位。

李宗偉奪復出後首冠
另外，因未能通過藥檢而被罰停賽8個月的馬來
西亞名將李宗偉，在男單決賽以22:20和21:12的局
數擊敗丹麥球手維汀哈斯，贏得復出後的首個冠
軍。李宗偉賽後在 Facebook 上表示：「即使這是
我9個月來的(首個)個人賽事，我對在美國公開賽的
表現感到高興，感謝粉絲和支持者，我愛你們。」

■ 李宗偉
李宗偉(( 右 3) 贏得美國公開賽男
單冠軍。
單冠軍
。
國際羽聯圖片

英國男網球手梅利周日在皇后會盃決
賽，以直落 2 盤輕取南非球手安達臣，第
4 次贏得賽事冠軍。另外，「瑞士天王」
費達拿則在哈雷公開賽決賽，同以總盤
數2:0擊敗意大利球手塞皮，8度稱王。
作為頭號種子的梅利僅用 64 分鐘，便
以 6:3 和 6:4 的盤數擊敗世界排名第 17 位
的安達臣，繼 2009 年、2010 和 2013 年之
後，第 4 次加冕，也成為繼麥根萊、碧
加、希維治和盧迪克之後，第 5 位四度奪
冠的球手。
歷史上，贏得皇后會盃冠軍後又在溫
網捧盃的情況只出現過 6 次，其中梅利就
曾在 2013 年成功做到，不過現年 28 歲的
梅利賽後說：「這對於備戰溫網肯定是
非常好的事情，但在這裡奪冠，並不能
保證贏得溫網冠軍。」
另外，費達拿在哈雷公開賽決賽以 7:6
和 6:4 的盤數擊敗塞皮，第 8 次贏得賽事
冠軍，這也是「費天王」職業生涯的第
86 個冠軍。費達拿賽後說：「希望這個
比賽是個好兆頭，我能在溫網繼續好
運。」
■新華社

棒壘球候選東京奧運賽項
■東京奧組
委名譽會長
御手洗富士
夫公布新賽
項候選名
單。 美聯社
東京奧委會昨日正式發表 2020 年東京奧運的
新增項目候選大名單，由 26 個項目篩選剩下 8
項，包括棒壘球、武術和壁球等，預定 8 月初
由各項目的體育協會作出陳述，再於 9 月底推
薦給國際奧委會(IOC)考慮。IOC 會在明年 8
月、即里約熱內盧奧運前夕選出可增設到東京
奧運的新比賽項目。
除了棒壘球和武術外，其餘入圍的項目還包
括壁球、保齡球、空手道、滾軸運動、運動攀
登和滑浪，而棒壘球被視為熱門，因它們在日
本非常流行。棒壘球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後遭到
取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