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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選手梅古露莎日前在溫網女單決賽中，直落兩盤輕取

■梅古露莎溫網
圓夢。
圓夢
。 路透社

曾在這裡 5 次奪冠的維納斯威廉絲(大威)，首次贏得這項草地
大滿貫賽的冠軍。

決賽直落兩盤輕取大威

梅古露莎
溫網稱后
名，意外闖入決賽，最後敗給莎蓮娜威
廉絲(細威)獲得亞軍。對手大威已經 37
歲，曾經五次奪冠，只要再次奪冠，就
可以成為公開賽時代年紀最大的大滿貫
冠軍。但結果表明，女子網壇新一代球
員已經開始走向成熟，畢竟兩人 5 次交
手，大威只贏了一場。
首盤兩人打得緊張激烈，大威一度以
5:4 領 先 ， 並 在 第 10 局 獲 得 兩 個 破 發
點，但梅古露莎挽救這兩個盤點，保住
發球局將比分扳成 5:5。接下來她破掉大
威發球局，反以 6:5 領先，然後再次保發
以 7:5 拿下第一盤的勝利。第二盤，大威
體力下降，喪失了鬥志，最後被打了一
個6:0，整場比賽只用了77分鐘。
第五次參加溫網，梅古露莎就圓了溫
網冠軍夢，賽後這位出生於委內瑞拉的
姑娘說：「自從上次決賽輸了後，我就
一直想改變最後的結果。今年我來之前
就覺得已經準備好，我感覺非常棒。隨
着比賽一輪一輪地進行，我的狀態也越
來越好。我感到每場比賽都有提高。」
談到第一盤面臨的兩個盤點，梅古露
莎說：「我不停地告訴自己：『這很正
常，因為你的對手是大威。你必須繼續

戰鬥。』我也知道如果我發揮出前面幾
場比賽的水準，我肯定有機會獲勝。我
當時很平靜，即使輸了第一盤，我也相
信還能在後面兩盤獲勝。」

大威發誓美網捲土重來
這也是梅古露莎繼去年在法國公開賽
奪冠後，贏得的第二個大滿貫賽冠軍。
她也成為歷史上第二位贏得溫網女單冠
軍的西班牙選手，而第一位正是她的臨
時教練馬丁內斯。
大威早在 2000 年就第一次贏得了溫網
冠軍，當時她只有 20 歲，那一年梅古露

莎還是個 6 歲的小姑娘。此後她先後在
2001、2005 和 2008 年三次奪冠，並且還
有三次獲得亞軍，去年她在這裡打入準
決賽。第 20 次參加溫網還能獲得亞軍，
已經是個奇蹟。大威賽後發誓會在今年
的最後一項大滿貫賽事美網中捲土重
來。
■新華社

■梅古露莎贏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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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亦進行閉門熱身賽，憑着
英超曼聯主帥摩連奴在昨日
韋利安大演帽子戲法，以 8:2
的熱身賽之後表示，曼聯不
大炒英冠的富咸。至於在賽
會嘗試從西甲皇家馬德里回
前，「車仔」對外宣佈，上
購C朗。昨日在洛杉磯進行
季幫助摩納哥稱雄法甲聯賽
的一場足球友誼賽中，曼聯
的中場球員巴卡約高正式加
以 5:2 大勝洛杉磯銀河。賽
■
巴
卡
約
高
上
盟，雙方簽下了一份為期五年
後，在被問到最近不斷補強陣
「車」。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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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與効力摩納哥期間相
容的曼聯是否會向皇馬求購C朗
同，22 歲的巴卡約高將在車路士繼
時，摩連奴回應說：「我不會浪費時
間在那些『無法完成的使命』上。」在當天的 續身穿 14 號球衣。據英國媒體報道，巴卡
比賽中，拉舒福特獨中兩元。剛剛轉入隊中的 約高的轉會費為 3970 萬英鎊。巴卡約高上
前鋒盧卡古在下半場踢了45分鐘，未能取得入 「車」，馬迪將很大機會落「車」轉投曼
球。儘管如此，摩連奴對他的表現表示滿意。 聯，再次跟隨摩連奴。
同時，摩納哥昨日在季前賽以 4:2 打敗英
摩連奴說：「盧卡古是一位射手，他在比賽中
一往無前。今仗我很高興地看到，他很有團隊 超球隊史篤城，「新亨利」基利安麥巴比後
意識。他不是一個自私的球員，並沒有被入球 備上陣，而這位盛傳是皇馬的收購目標人
的壓力所困。他考慮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球 物，賽前拒絕在球迷的「銀河艦隊」波衫上
簽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隊的進步。」

最近剛剛與 NBA 球隊
侯斯頓火箭簽下「肥約」
的夏頓昨日表示，他將永
遠留在火箭。27 歲的夏
頓上周與火箭續約四年。
這意味着在今後的 6 個
NBA 賽季中，他總共將
掙到 2.28 億美元。夏頓
說：「我知道哪裡是家，
我知道我想呆在什麼地
方。我知道我最終會在哪
裡退役，我想在哪裡奪取
總冠軍。所有這一切都會
在侯斯頓發生，這也是我
會永遠留在這裡的原因。」當被
問及簽下 NBA 首屈一指的「肥
約」後的感受，夏頓說：「這很
酷。我一直非常努力。不過，如
果沒能拿到總冠軍的話，這並不
意味着什麼。這也是我每天都呆
在訓練館的原因，不達到目標我
是不會停下來的。」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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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GA新服裝規範 禁低胸球衣
LPGA(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將從下周起
實施新服裝規範，違反者初犯罰 1000 美
元，累犯罰款會加倍。新服裝規範已在月
初以電子郵件通知所有球員，內容包括低
胸球衣不准出現；裙子或短褲必須長到在
站立或彎曲時不能看到內褲或安全褲；牛
仔褲雖然允許，但褲子上不能有破洞；護
腿或護脛等裝備除非被包覆在服裝下，否
則不准佩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咸美頓英國站5度封王

車路士獲巴卡約高加盟
至於另一支去屆英超冠軍車路士

■火箭球星夏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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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舉行的 F1 英國站，主場出戰的平
治英國車手咸美頓在頭位起步，最終以由
頭帶到落尾的姿態贏得今站冠軍，第 5 次
在主場揚威，其隊友保達斯以次名衝過終
點，而奪得第三名的是法拉利車手拉高
倫。至於排在車手榜首位的法拉利車手維
泰爾，在今站於倒數第二圈時爆胎，最終
只得第 7 名，雖仍能力保車手榜首位，但
只領先次席的咸美頓1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英格蘭捧
歐國盃

U19

拜仁成功衛冕電訊盃

至於盛傳收購「山神」的拜
仁，昨日由西甲皇家馬德里外
借到拜仁的占士洛迪古斯，在
電訊盃決賽演出其拜仁處子
戰，結果球隊以 2:0 擊敗雲達
不來梅，成功衛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夏頓將永留火箭

「山神」欲踢歐聯傳離「廠」

阿歷斯山齊士與英超阿仙奴
的合約還有一年便到期，但這
位智利球星昨日被傳表示會離
隊。「兵工廠」今季未能出戰
歐聯，是 20 年來首次，而阿
歷斯山齊士早前表示希望可以
踢歐聯，令這位智利球星會否
留在阿仙奴成疑。上季為阿仙
奴射入 24 個聯賽入球的「山
神」接受訪問時表示：「我想
踢歐聯，但我自己不能決定，
只能等球會表態。」曼城、拜
仁慕尼黑和巴黎聖日耳門都對
山齊士表示有興趣，不過阿仙
奴主帥雲加就相信阿歷斯山齊
士會續約。

中華台北網球女將詹皓
晴和搭檔昨日在溫網女雙
決 賽 遭 對 手 以 6:0、 6:0
直落二盤擊敗，兩人都有
傷勢在身，沒辦法全力發
揮，但詹皓晴賽後表示，
對於闖入決賽仍感到很開
心。
詹皓晴和搭檔尼庫勒斯
古在決賽與賽會第 2 種
子、里約奧運金牌俄羅斯
組合瑪卡露娃和維辛尼娜
爭冠。詹皓晴組合在 4 強
賽與對手纏鬥近 3 小時，
第 3 盤還曾叫傷停，在決
賽一戰右肩貼上繃帶上
場。雙方一開始就快節奏
展開精彩攻防，但詹皓晴
組合遭到壓制，最後俄羅
斯 組 合 以 6:0、 6:0， 54
分鐘1局未失完勝。
詹皓晴賽後表示，她從馬
德里比賽到現在都沒有休
息，有點疲勞，加上肩膀有
點負荷不了。她的搭檔也在
比賽一開始發球的時候拉傷
肚子，所以沒辦法發揮，不
過對手今仗確實表現得非常
好。詹皓晴又表示，對於這
次溫網的表現已經很滿意，
畢竟打到最後決賽，不過今
仗可能因為身體疲勞，讓兩
人都沒辦法發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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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古地標戰 曼聯大炒銀河
摩連奴：不回購 C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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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闖溫網女雙決賽 中華台北詹皓晴負傷惜敗

14 號
23歲的梅古露莎是今年比賽的
種子，兩年前她在這裡一戰成

■中華台北網球女將詹皓晴
中華台北網球女將詹皓晴((右)和
搭檔捧起亞軍獎座。
搭檔捧起亞軍獎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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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古
盧卡古((左)表現被讚揚
表現被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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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格魯吉亞舉行的 U19 歐國盃，英格蘭在決賽以 2:1 擊敗葡萄牙，成功捧
盃；今年夏天英格蘭於青年賽威到盡，繼U20世青盃及土倫盃後，U19歐國盃亦
成為「三獅」袋中物。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