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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男單賽事中，頭號種
子祖高域、7號種子費

拿、8號種子拿度等前列種子
球手都獲勝晉級，但錦織圭卻
遭法國人佩爾以6:4、3:6、4:
6、7:6及6:4擊敗，在首輪敗
退。佩爾賽後說：「能擊敗錦
織圭對我來說是不敢想像的
事，我非常開心，」
錦織圭在第4盤曾一度握有
2個賽點，當時錦織圭在第4
盤搶七時以6:4領先，但他正
手擊球出界，佩爾連續拿下2
個發球制勝分，將比分反超至
7:6，之後錦織圭正手擊球下
網，被對手逆轉。錦織圭賽後
表示：「首輪就出局有些難
過，我並不是打得不好，對手
打得非常出色，大滿貫的首輪
從來都不輕鬆，我得往前看
了，希望明年能強勢歸來。」
塞爾維亞名將伊雲奴域當日
也在女單首圈中以3:6、6:3和
3:6被排名第50位的施寶高娃
擊敗，這是塞爾維亞美女自
2009年以來首次經歷美網「一
輪遊」。伊雲奴域說：「失利
很令人沮喪，因為我認為自己
已做了充足準備，我認為我在
進步，但還是輸了，這就是為
什麼這次失利這麼讓人沮喪，
我必須繼續努力。」

細威收退賽大禮
至於女單頭號種子莎蓮娜威
廉絲(細威)，在首圈面對世界
排名第86位、俄羅斯選手戴亞
珍高，結果細威收到對手退賽
大禮。細威首盤已橫掃對手6:
0，第2盤領先2:0後，戴亞珍
高因左腳腳傷退出，令細威只
出戰了30分鐘就取得大滿貫賽
事第29場連續勝仗，繼續向本
年度個人包攬4項大滿貫冠軍
的目標進發。
細威賽後表示：「如果在比
賽上感覺良好，亦能打得平靜
兼開心出戰，我認為自己沒有
什麼可以輸。我很喜歡此項比
賽，因為得到球迷的支持，我
已準備就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美網周一開打就連場爆冷，去年美網男單亞軍、日本

「網球王子」錦織圭出師不利，經過5盤大戰，最終不

敵法國無名小卒佩爾，職業生涯第3度男單首輪出局；

至於前世界「一姐」、7號種子伊雲奴域初登場就要歸

家，苦戰3盤後不敵斯洛伐克好手施寶高娃。

中國「金花」鄭賽賽周一以2:
6、7:5和5:7的盤數不敵美國球手
布倫格爾，止步美網女單首圈，
賽後鄭賽賽十分沮喪地表示在領
先時打得保守，失誤過多，贏球
的慾望不夠強烈。
鄭賽賽說：「第3盤以5:2領先

時，覺得自己有機會可以贏下比
賽，卻開始保守，打得慢了下
來，結果連續失誤，反而給對手
信心，再想打快時腳步調整得不

好。」

決勝盤遭大逆轉
在第2盤落後3:4時，鄭賽賽申

請了醫療暫停，在短暫調整後，
上場連破對手2個發球局，以7:5
將盤數追成1:1。第3盤初段，鄭
賽賽延續上盤的良好手感，連破
對手3個發球局，一度以5:2領
先，但此時布倫格爾也申請一個
醫療暫停，回來後連下5局，將比

賽神奇逆轉。
鄭賽賽總結道：「其實輸贏就

在一瞬間，自己一度有機會，但
最後贏球的慾望還是不夠強烈。
對手醫療暫停後，自己沒有及時
把節奏做好調整，整場下來感覺
很疲憊，頭很痛，整個身體也鬆
垮了下來。」
如今，中國的兩朵「金花」只

剩下王薔，後者在首輪迎戰希臘
外圍賽球手薩卡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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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網周一部分賽果美網周一部分賽果
男單男單((首圈首圈))

((11))祖高域祖高域((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33::00 蘇沙蘇沙((巴西巴西))

((99))施歷施歷((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33::00 庇拿庇拿((阿根廷阿根廷))

((1010))拉奧歷拉奧歷((加拿大加拿大)) 33::00 史米錫史米錫((美國美國))

((1717))迪米杜夫迪米杜夫((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3::00 艾頓艾頓((澳洲澳洲))

((1919))宋加宋加((法國法國)) 33::00 尼美倫尼美倫((芬蘭芬蘭))

女單女單((首圈首圈))

((88))比莉絲高娃比莉絲高娃((捷克捷克)) 00::22 泰迪舒維莉泰迪舒維莉((美國美國))

((1212))賓絲賓絲((瑞士瑞士)) 22::00 卡拉坦婕娃卡拉坦婕娃((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515))拉雲絲卡拉雲絲卡((波蘭波蘭)) 22::00 施妮亞高娃施妮亞高娃((捷克捷克))

((2121))贊高域贊高域((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11::22 杜甸杜甸((法國法國))

((2323))維納絲威廉絲維納絲威廉絲((美國美國)) 22::11 佩治佩治((波多黎各波多黎各))

((2525))布沙爾布沙爾((加拿大加拿大)) 22::00 域絲姬域絲姬((美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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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上演轉會鬧劇的快艇中鋒迪安祖佐敦，
因與快艇在傾談續約事宜上違規，日前被聯盟
重罰25萬美元，迪安祖佐敦周一決定怒炒經理
人費根和阿卡納。
迪安祖佐敦今夏曾口頭答應加盟小牛，可是

最後突然反口，並以4年8800萬美元的豐厚條
件續約快艇。迪安祖佐敦在這次事件上形象插
水，相信今次更換經理人，主因都是不滿其經
理人團隊在今夏製造的鬧劇。
過去7年，迪安祖佐敦已更換了3位經理人。

按照規定，這名中鋒需要等到15日後才能再簽

新經理人。
快艇成功留住主力中鋒迪安祖佐敦，不過為

了加強板凳深度，據報這支洛杉磯球隊已簽下
前火箭中鋒海耶斯，合約為期1年。火箭最近
曾與海耶斯達成協議，不過由於薪酬上限問
題，最終令這次簽約胎死腹中。海耶斯今年32
歲，上季曾為速龍上陣29次，平均每場上陣8.8
分鐘，取得1.7分和1.8個籃板球。

戴域兼任帝王總經理
另外，帝王昨日正式宣佈今年3月獲聘為籃

球營運副總裁的戴域，將兼
任總經理一職，而戴域的昔
日戰友、前南斯拉夫射手史
杜積高域則擔任球員人事及
開發主管，雙雙由球員躋身
至管理層，以另一種方式協
助帝王重建。此前，戴域一
直努力協調中鋒卡臣斯和主
教練卡爾的關係，據稱目前
雙方已冰釋前嫌，共同期待
新賽季的來臨。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迪安祖佐敦怒炒經理人

男子110米欄世界紀錄保持
者梅里特早前在北京舉行的世
界田徑錦標賽再次跑出奇蹟，
被腎病困擾多年的他成功跑出
13秒 04，獲得一面珍貴的銅
牌。梅里特已經回到美國，昨
日準備接受腎臟移植，希望在
手術後能夠繼續職業生涯，爭
取出戰來年里約熱內盧奧運。
自劉翔因傷狀態低沉後，男

子110米欄項目一直是梅里特
的天下，這位美國「欄王」先
於倫敦奧運力壓群雄奪金，其
後更於鑽石聯賽跑出12秒80
的世界紀錄，可惜好景不常，
梅里特於2013世錦賽後被診
斷出有腎病綜合症，當時醫生
更認為梅里特不可能再重返田

徑場，不過腎功能當時萎縮到
只有常人15%的他未言放棄，
決定邊治療邊訓練，結果於今
屆世錦賽跑出奇蹟，勇奪銅
牌。

感謝姐姐捐腎
完成賽事後，梅里特隨即趕

回美國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而
腎臟捐贈者正是他的姐姐，梅
里特對姐姐致以深深謝意：
「她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手術
的確令我很害怕，來北京參賽
前我就有最後一次出賽的心理
準備。」梅里特強調自己不會
就此放棄跨欄，會在手術後爭
取復出並出戰明年的奧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梅里特接受腎臟移植

女子壁球世界一姐寶座終於易主，雄
踞世界第一長達9年的馬來西亞名將妮
高，昨日在職業壁球聯會(PSA)公佈最新
一期的世界排名，被埃及球手艾慧莉莉
超越。
獲選為2015年PSA年度女壁球手、現

年26歲的艾慧莉莉，還成為埃及史上首
位世界第一的運動員，對此她發表聲明
說：「成為新的世界第一，我感到非常
興奮和激動，妮高多年來一直
是世界第一，我們所
有球手與她

的差距很大，能追近她已是一項成就，最
終能夠超越她，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
大事。」

有望極速搶回一姐寶座
自2006年開始，妮高已

連續109個月高踞世界第
一，成為國際體壇史
上其中一個最長紀
錄。目前艾慧莉莉
僅以125.625分領
先妮高，二人明日
均會出戰中國公開
賽，稍有差池，該名埃及球手
隨時將一姐寶座極速送回妮高手
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妮
高
九
年
首
跌
出
世
界
第
一

羅斯保榮升人父

平治車隊的德國車手羅斯保周一
在社交網站 twitter 宣佈，太太
Vivian順利誕下一名女嬰：「我們
的寶貝女兒昨天下午出世了，我們
很感動和感到滿滿的愛。」由於上
周是比利時站與意大利站之間的空
當，故羅斯保可全程陪伴妻子分
娩。 ■記者蔡明亮

港女籃負菲律賓升班夢碎
香港女子籃球隊昨日在武漢亞錦

賽第二組別賽事，即使有卓婷貢獻
全隊最高的17分，不過最後仍以
62:75 不敵整體實力較佳的菲律
賓，目前只得1勝3負位列第5位，
即使今日下午擊敗朝鮮，亦無法晉
級資格賽爭升班資格，正式宣佈升
上第一組別夢碎。 ■記者蔡明亮

南華半力友賽逼和元朗
為備戰亞協盃和即將開鑼的港超

聯，南華昨日與元朗進行友賽，由
於球隊陣中多名港腳包括陳偉豪、
陳肇麒和張健峰等正隨港足集訓，
昨日只能以半力出戰，在上、下半
場共兩度落後下，結果由寶馬和梁
子成先後扳平，以2:2逼和元朗完
場。 ■記者蔡明亮

■■梅里特周二接受腎梅里特周二接受腎
臟移植手術臟移植手術。。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妮高失去世界一妮高失去世界一
姐寶座姐寶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戴域戴域((右右))與史杜積高域雙雙與史杜積高域雙雙
躋身帝王管理層躋身帝王管理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羅斯保太太羅斯保太太((左左))日前日前
順利產女順利產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迪安祖佐敦不滿經理迪安祖佐敦不滿經理
人團隊處理轉會鬧劇時人團隊處理轉會鬧劇時
的表現的表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拿度以總盤數拿度以總盤數33::11
獲勝晉級獲勝晉級。。 法新社法新社

■■細威打了細威打了3030分鐘便分鐘便
收退賽大禮收退賽大禮。。 新華社新華社

■■鄭賽賽錯失贏波鄭賽賽錯失贏波
大好機會大好機會。。 新華社新華社

■■醫療人員治理伊雲奴域
醫療人員治理伊雲奴域

腳底水泡腳底水泡。。
法新社法新社

■■錦織圭遭遇錦織圭遭遇
「「一輪遊一輪遊」。」。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