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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 卻芭列溫網頭號種子
2017 年溫布頓網球賽種子名單昨日公
佈，德國名將卻芭領銜本屆參賽的女單選
手，而本土作戰的衛冕冠軍兼世界排名第
一的梅利則第一次成為溫網男單頭號種
子。溫網種子選手順序不單純依照世界排
名，且參考草地賽積分比重較大。三屆溫
網冠軍、塞爾維亞名將祖高域與七屆賽會
冠軍「瑞士天王」費達拿分別以第 4、第 5
的世界排名成為賽會 2 號和 3 號種子。女
單，來自羅馬尼亞與捷克的夏莉普跟普莉
絲高娃順列女單第2、3號種子。
■新華社

德國 西班牙決戰歐青盃
21 歲或以下歐洲青年國家盃足球賽明
晨將在波蘭克拉科夫上演冠軍戰，由德
國 U21 對陣西班牙 U21（有線 61 台及高
清 201 台周六 2：45a.m.直播）。2009
年冠軍德國 U21 今屆賽事 4 強再憑擅長
的互射 12 碼擊敗英格蘭，隊中主將包括
RB 萊比錫前鋒戴菲沙爾基與禾夫斯堡中
場麥斯美艾洛特。四屆冠軍西班牙 U21
上仗清脆贏意大利 3：1，由愛華頓前鋒
迪路菲奧與馬德里體育會中場沙奧尼古
斯掛帥，實力強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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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凌晨洲際國家盃足球賽準決
續撲出葡萄牙的前三球，幫助南美
冠軍淘汰了歐洲王者。葡萄牙「球
王」C‧朗拿度甚至連主射 12 碼的
機會都沒有就遺憾出局，賽後他表現隊長風範安慰戰
友，卻失望得未有回應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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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首戰洲際盃即闖決賽

如有神助的智利隊長哥迪奧巴禾
賽，於互射 12 碼階段不可思議地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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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都踢出高水平攻防，創造機會亦較平均，
其中智利中場大將維達爾於 54 分鐘頭槌攻
門僅高出，C 朗三次埋門則不是過不到智利門將
哥迪奧巴禾十指關就是跟目標差之毫釐。加時
戰，維達爾和後備入替的馬田洛迪古斯連續中柱
及中楣，智利錯失絕殺良機。互射 12 碼， 智利
前三輪的維達爾、艾蘭古斯和阿歷斯山齊士彈無
虛發，而巴禾卻連續撲出哥利斯馬、摩天奴跟拿
尼這三位為葡足主射前三輪12碼的經驗大將。

兩

洗「有球必應」污名：自信十足
巴禾以神勇表現協助球隊贏 3：0，賽後獲選為
全場最佳球員，一吐上季在曼城撲救率低而被嘲
「有球必應」的烏氣。智利全體隊員更是如同奪
冠般將巴禾拋起，讓他享受到奪冠後的主帥和贏

波功臣才能享受的殊榮。巴禾說：「最重要是我
們永不言棄，在救 12 碼方面我很有自信，現在己 ■巴禾撲出拿尼的12碼。
隊跟創造歷史只一步之遙，不會滿足於此。」

路透社

主帥談出局 歎只欠運氣
智利首征洲際盃即殺入決賽，同樣首度參戰的
歐國盃盟主葡足則 4 強止步。C 朗賽後展現隊長
之風，安慰射失 12 碼的隊友，賽後還是難掩失
望，未有回答記者提問，只是向西班牙《阿斯
報》記者說了一句「現在我不想跟任何人談
話。」葡軍主帥費蘭度山度士則認為己隊已盡全
力，「雙方 120 分鐘內大致踢成均勢，」他慨嘆
只差點運氣，「有時我們較幸運，有時則不然，
今晚就是運氣很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朗急見孖仔 缺席季軍戰

C

葡萄牙隊長 C．朗拿度賽後首度開腔證實早前指他喜得孖胎
的報道，並會因此缺席季軍戰。之前歐洲媒體報道，6 月 8
日，一位代孕媽媽為 C 朗誕下一對雙胞胎。C 朗今仗賽後透過
Facebook證實寫道：「即使知道兩孩子出生，我仍一如既往全
力為球隊付出。不幸地未能完成目標，但相信我們能繼續為葡
萄牙人帶來喜悅……葡足總主席和主帥讓我提前離營，我很感
激，很高興終於可以跟孩子在一起了。」C 朗的大兒子小基斯
坦奴2010年出生，有稱也是代孕出生。
C 朗缺席季軍戰，到時拿尼料將頂上跟米基爾施華組雙箭
頭，是役停賽的中堅比比則可復出。至於智利的冠軍戰，主帥
比斯應續用此戰阿歷斯山齊士、維達爾和伊度亞度華加斯突前
的 4312 陣式。2015 年美洲國家盃才首度於國際大賽封王的智
利，去年百周年美洲盃連續第二年決賽以射贏 12 碼方式擊敗
由美斯領銜的阿根廷，今次洲際盃又擊敗 C 朗掛帥的葡軍，智
利連續三年三屆大賽殺入決賽的同時也戰勝了兩大當今「球
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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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保羅加盟火箭夥拍夏頓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球隊休斯敦火箭
和洛杉磯快艇昨日達成重磅交易，9屆全明星球
員基斯保羅離開快艇加盟火箭，與夏頓組成當今
聯盟的超級後場。火箭為此向快艇送出同樣入選
年度防守一隊的後衛比華利，還有路易斯威廉
士、戴克、利堅斯、希利亞特、夏利爾、韋查共
7 人，前三順位保護的 2018 年首輪選秀權以及
66.1萬美元（約516萬港元）現金。
火箭通過 Twitter 表示：「歡迎保羅來到『紅
色國度』，等不及新賽季開啟了。」保羅也表
示：「這刻自己正經歷大量的情緒波瀾。」現
年32歲的保羅於2011年加盟快艇，期間曾三次
入選 NBA 最佳一陣，五次入選最佳防守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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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

巴西驚現球證帶槍執法

前三獅名將柏加掛靴
在 2011 至 2013 年曾經成為英格蘭國
足中場主力並為「三獅軍」合共上陣過
18 次的中場名將柏加，昨天宣佈退役。

■柏加

「禪師」與紐約人分道揚鑣
另外，掌兵符先後帶隊摘下 11 次 NBA 總冠
軍寫下傲人紀錄的「禪師」積遜，昨天宣佈辭
去紐約人籃球營運總裁之職，指這是與老闆多
蘭共同的決定。積遜宣佈退休後於 2014 年 3 月
復出，接掌紐約人運作近 3 年，但球隊的表現
始終呈欲振卻乏力的情況。
■新華社、中央社

涉用禁藥受查
拿斯尼可停賽 4 年？
前法國中場國腳拿斯尼的足球事業發
展近年一沉不起，如今更捲入涉嫌用禁
藥的風波，隨時面臨長期停賽。英國
《每日郵報》報道，拿斯尼涉嫌於去年
12 月到過洛杉磯一家診所並接受過靜
脈注射治療，懷疑有違相關規定用了禁
藥，目前事件會被調查，假如最終發現
確有不當行為，最高可被重罰停賽 4
年。今年 30 歲的拿斯尼近年在英超曼
城踢不上主力，上賽季外借西甲西維
爾，如今受禁藥風波困擾，曼城更難將
他賣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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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於捷克俄斯特拉發舉行的田徑挑戰賽，進入告別
賽季的牙買加名將保特在本賽季他的歐洲首次亮相中以
10秒06拿下男子百米冠軍。
「我對這個成績不是很滿意。」保特賽後說，「不過
這不重要，我非常享受比賽。」本月 10 日在牙買加進
行的家鄉告別戰中，保特的完賽成績為 10 秒 03。今次
於捷克比賽後，觀眾手中舉起的卡片組成一幅巨型的牙
買加國旗，上邊寫着「謝謝你，保特」。保特正在備戰
職業跑手生涯最後一項大賽，就是今年 8 月的倫敦田徑
世錦賽，這將是這位奧運八金得主職業生涯謝幕戰。
■新華社

作客戰袍

球證在足球場上被襲過往亦已有所
聞，但要弄得帶手槍入球場執法則甚為
罕見。日前巴西一場業餘足球賽事，球
證迪蘇沙因為一次吹罰而引起一方球員
不滿，遭到球員圍堵，此時迪蘇沙突然
走到場邊並拿出一支手槍及手鐐滿臉怒
氣返入球場，令球員也不敢作聲。迪蘇
沙解釋自己是警察故才有手槍，但這行
為已屬違法，相信他會因而惹上官非。

柏加曾是查爾頓、車路士、紐卡素、韋
斯咸和熱刺的成員，近四個賽季効力富
咸，2014 年隨隊降班英冠一直踢到掛
靴，職業生涯共上陣572場入了36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6個賽季場均得到18.7分、9.8次助攻和2.4次搶
斷。至於今年 28 歲的控衛比華利上周剛榮獲
NBA 最佳防守一陣榮譽，剛過去這賽季場均貢
獻9.5分、5.9個籃板和4.2次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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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斯尼恐有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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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羅那昨日發佈了新球季首度有商業機構胸前
廣告的作客波衫，球衣以湖水藍為主色，兩袖綉上
字樣，右邊是Forca(勇氣力量)，左邊為Bar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