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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襲溫網 一球童暈倒
輕鬆過關
■英國男網球手梅利昨日在男單次圈賽事，只用上 1 小時 27 分
鐘，便以 6:1、6:1 和 6:4 的盤數輕取荷蘭球手哈斯，晉級第 3
圈。
美聯社

今屆溫網遭受百餘年來罕見的高溫侵襲，英國
這 2 天溫度逐日攀升，令溫網變得熱辣辣。據報
道，日前倫敦氣溫最高達 35.7 度，正式刷新 138
年來最高溫紀錄，舊紀錄是1976年的34.6度。
每年澳網，高溫均是球手需要克服的難題之
一，這點澳洲球手湯米奇最為清楚，但在溫網次
圈比賽中亦被熱到頭暈，他說道：「實在是太熱
了。」另一名澳洲球手伊布登則在比賽中看到一
名球童暈倒，需要被擔架抬離球場。現場觀戰的
溫網球迷亦在噴水池大排長龍希望消暑；而前女
單一姐禾絲妮雅琪亦化身成侍應，為排隊進場的
球迷提供凍咖啡降溫。
球場因場地大小與座落位置不同而有不同溫
度，中央球場、1 號場和 2 號場就因南風吹拂，使

得溫度稍低，贏波晉級女單第 3 圈的舒拉寶娃就
說：「得作好氣溫會更高的準備，你也會因為高
溫關係，想要盡快拿下分數，在場上打得更聰明
些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華台北球手詹詠然的「海峽組合」，以 6:2、4:6
及 2:6 慘遭加杜蘇娃與湯贊奴域的跨國組合逆轉，
無緣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中央場失火 3千人疏散
不知是否與高溫有關，溫網中央球場周三突然
失火，現場觀眾需要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迅速撤
離。據了解，當時電廠房發生小火，倫敦消防隊
趕到現場後，約3000人被疏散。
高溫侵襲溫網，但比賽場上就大吹冷風；女單7
號種子伊雲奴域爆冷不敵世界排名第 158 位的美
國球手馬泰克，連輸 2 盤 3:6 和 4:6，連續 3 年在次
圈出局。至於女雙首圈賽事，中國金花鄭潔與中

■消防車開入溫網中央球場戒備
消防車開入溫網中央球場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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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未完成 決多留 5 年

路夫88.5 億續約騎士
路夫

■ 路夫盼在騎士爭奪
總冠軍。
總冠軍
。
資料圖片

2015/16 年球季 NBA 自由身球員市場周三開放，上季因左肩甩骹而

■ 卓斯坦湯遜在季後賽取
代路夫的位置。
代路夫的位置
。 資料圖片

無緣總決賽的路夫，周三宣布來季續留克里夫蘭，據報這名 26 歲全明
星前鋒答應簽下一紙高達 1.1 億美元(約 8.5 億港元)的 5 年合約，希望
與騎士隊友完成「未完成的任務」。

路夫早前決定跳出合約，試水自由身球員市場，不過外界普
遍認為這名全明星前鋒會續約騎士。周三，路夫在一個名

為球員論壇的網站中宣布留隊決定說：「我將返回克里夫
蘭。在首場總決賽後，這真的打擊我。坐在後備席，我從
未如此這麼想落場比賽，我一直夢想在總決賽上陣，希望
協助我的隊友獲勝……當然，我聽到很多自由身球員的謠
傳，但與隊友和管理層見面後，顯然克里夫蘭是最適合我
的地方。我們有未完成的事情，現在是時候回去努力。」

卓斯坦湯遜 岑柏特料留隊
除了路夫已表明心迹決定續約騎士外，據報騎士中鋒卓
斯坦湯遜及後衛岑柏特亦答應留隊，有指岑柏特將簽下一
紙4000萬美元(約3.1億港元)的4年合約，而卓斯坦湯遜預料
更獲得一紙高達8000萬美元(約6.2億港元)的5年豐厚合約。
現年 24 歲的卓斯坦湯遜上季平均每場上陣 26.8 分鐘，取得
8.5 分和 8 個籃板球，但在路夫賽季報銷的情況下，這名中鋒在季
後賽的上陣時間激增至36.4 分鐘，平均每場拿下 9.6 分和 10.8 個籃
板球。
自由身球員市場現已開放，球員可與球隊傾談條件和達成協
議，不過要待至7月9日才能正式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 岑柏特獲高薪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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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雅斯上
「艇」
追隨李華士
贊特拿投奔太陽
另外，小牛中鋒贊特拿將改投太陽，獲得一
紙 5200 萬美元(約 4 億港元)的 4 年合約，而鷹隊

前鋒卡路爾則以 4 年 6000 萬美元(約 4.6 億港元)
過檔速龍。
在自由身球員市場開放首日，不少球員也選
擇續約留隊，包括勇士冠軍功臣德拉蒙格連、
公牛後衛占美畢拿、前鋒鄧里維、熱火後衛查
基及鷹隊前鋒米沙普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員，在禁區能帶來威脅，可配合
新加盟的寶馬及艾華，大踢
「433」進攻足球。
面對多名攻擊球員來投，陳肇
麒(陳七)的正選位置難免動搖，但
陳七有信心可在新球季復出，而
米路亦強調陳七是香港最好的華
人中鋒，康復後必定有上陣機
會。陳七昨晨也有跟操體能，但
未有踢波，而同告養傷的陳文輝
則強化腿肌，以便本月中動手術

■張廣勇豪擲
2500 萬 元 組
軍。
潘志南 攝

後可加快康復。
南華的組軍工作已完成得「八
八九九」，新球季成功羅致得陳
文輝、黎耀昌、張志勇及梁子成
等華將，麥比連、迪天奴、李威
廉、鄭禮騫和伊雲等將離隊，只
有個別球員如梁振邦等仍未續
約。

赴日本或印尼集訓

■南華介紹一眾新兵及體能教練馬些路
南華介紹一眾新兵及體能教練馬些路((左)。 潘志南 攝

南華今季首個目標是踢好亞協
盃 8 強，提早開操是希望球員盡
快提升狀態，季前會拉隊到內地
石家莊踢慈善賽，並計劃到日本
或印尼集訓，陣中港腳及多名外
援將稍後歸隊，本月 15 日正式開
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來季
港超聯賽面臨大執位，南華、東方及傑
志三大班霸均進行大換血，而太陽飛馬
則會以年輕球員為班底角逐，上季有不
俗表現的天行元朗今季亦會進行大變
身，以全新面貌現身來季港超。
尚有 2 個月才正式開季，部分球隊
已經開操作好準備，新球季將由前南
區主帥馮凱文執掌教鞭的天行元朗，
簽入了葉子俊、陳卓光、葉頌朗及邱
于銘等華人新兵，為保持穩定，球隊
亦成功挽留了多名舊將，包括連拿度
及古斯達禾等核心外援，而老將法比
奧亦會留隊繼續効力，會長王威信表
示組軍工作已接近完成，相信華人班
底有足夠能力挑戰列強，而外援方
面，球隊則會繼續物色適合人選。
此外，標準流浪亦已開始季前訓
練，這支老牌球會目前的新球員只有
曾到美國試訓的許宏鋒較為令人熟
悉，總監李輝立表示已有羅致目標，
未來1個月會有公布。

體壇連線
港足鬥卡塔爾今賣飛
香港足球代表隊在 9 月 8 日於旺角大球場主場
對卡塔爾的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次圈賽事，門票
今日上午10時起於Cityline(購票通)正式開售，門
票分為130元、長者及學生特惠票40元兩種。

阿仙奴足校開暑期訓練班
阿仙奴(香港)足球學校在今個暑假推出「全民皆兵」育苗青
少年足球訓練計劃，昨日舉行啟動禮。沙田分校訓練班由 7
月 20 日開始至 8 月 31 日，逢周一、周五和周日在馬鞍山遊樂
場仿真草足球場進行，學員為3歲至12歲。 ■記者 潘志南

■阿仙奴足球學校在
阿仙奴足球學校在7
7 月中開班
月中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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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特拿簽太陽
4 年。 資料圖片

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大體聯)昨日召開新聞發佈會，
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成為會上焦點問題。大體聯醫藥
委員會主席林克表示，處理各種潛在「病毒危機」是國
際體育組織常會面臨的工作，大體聯保證即將開幕的光
州大運會是MERS「零風險」的賽會。
今日開幕的光州大運會吸引來自170個國家和地區的約2
萬人參加，外界擔心參會人員是否也有感染MERS的危險。
國際大體聯主席基里安讚賞光州大運會組委會針對
MERS 展開的嚴格防控措施，林克則表示目前從首爾的
機場、火車站到光州各賽場、運動員村的入口都有紅外
體溫測量儀，一旦發現有體溫異常者，會立刻追查從哪
個國家來及曾接觸過的人。
林克說：「MERS疫情已經在韓國得到控制，我們保證
光州整個城市、包括運動員村大運會MERS『零風險』。
此外，每名韓國志願者、工作人員都已經接受過健康檢
查。大體聯和組委會一直非常重視 MERS 疫情，因為
MERS已經發展為國際周知的衛生議題，我們必須隨時監
控，以保證光州大運會是『安全、公正』的賽會。」

零風險
MER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南華昨晨搶先開操，為新球季做好
準備。足主張廣勇表示新一屆班費
2500 萬元，力爭問鼎各大錦標，
首項目標是亞協盃，教練米路亦豪
言已將目標鎖定亞協盃和港超冠
軍，亦會悉力以赴盡取其他錦標。
南華昨日公布增添 2 名球員，
包括由黃大仙轉投的黎耀昌及巴
西前鋒魯卡斯。米路讚賞魯卡斯
是一名非常有潛質和天份的球

天行元朗大變身

班費 2500 萬 南華
南華誓問鼎所有錦標
誓問鼎所有錦標

大運會保證

■ 皮雅斯與李華士再
聚首。
聚首
。
資料圖片

名老將答應加盟。
李華士曾在塞爾特人(綠軍)執教 9 個球季，而
皮雅斯更是將個人首15年的 NBA 球員生涯奉獻
給綠軍，2008 年，李華士率領皮雅斯在陣的綠
軍贏得總冠軍。

經過長達 17 年的征戰，37 歲老將皮
雅斯終於「回家」，據稱這名前鋒願意
以最低薪合約，返回家鄉洛杉磯加盟快
艇，再次追隨恩師李華士。
皮雅斯上季在巫師表現不俗，平均每
場得分由常規賽的 11.9 分，在季後賽升至 14.6
分，季後賽 3 分球命中率高達 52.4%，雖然快艇
只提供一紙總值 1060 萬美元的 3 年合約，不過
能夠返回家鄉及與李華士再次合作，足以令這

﹁

設檢測中心及隔離地點

光州目前還沒有出現 MERS 病例或疑似病例，為了大
運會，光州特設一個 MERS 指定檢測中心以及兩處隔離
地點，以防疑似病例出現。林克說：「其實任何國際體
育組織都有處理『病毒危機』的經驗。比如大體聯、國
際奧委會，以前組織比賽時都遇到禽流感、埃博拉和
SARS 的 疫 情 問 題 ， (MERS) 對 我 們 來 說 並 非 『 不 尋
常』。」
■新華社

﹂
■中華台北代表團日前戴上口罩
準備進入韓國境內。
準備進入韓國境內
。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