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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高域要延
續去年的強勢

今年網球界首項大滿貫賽事澳洲網球公開賽，將於下周一在澳洲的墨爾本展
開。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網球好手磨拳擦掌，誓要贏得澳網錦標，為 2012 年賽
季打響頭炮。男單頭號種子、塞爾維亞名將祖高域，去年在網壇威風八面，豪奪
包括澳網在內的 3 項大滿貫冠軍，他將全面爭取衛冕，為今季寫下好開始。女單
方面， 「中國金花」 李娜去年奮力殺入女單決賽，今次賽事除了 「娜姐」 外，另
外 3 名中國女將同樣值得關注。
本報記者 伍肇恆 潘彥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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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網壇 2011 年的最大贏
家，當然非創下多項佳績的
「扮嘢祖」莫屬。去年開季 43 場連勝、勇奪澳網
、溫網及美網 3 大滿貫，無論成績及狀態都冠絕群
雄。即使祖高域在去年年底因為傷患困擾而表現回
落，但無損他在 2011 年的領導地位。
以往擔任挑戰者、衝擊費達拿及拿度領導地位
的祖高域，2012 年將要易地而處，在一眾強手的
虎視眈眈下保住世界排名第 1 的龍頭位置，而衛冕
澳網錦標無疑是最佳的第一步。纏繞祖高域多時的
肩膀及背部傷勢已經逐漸康復，將可以健康身體迎
接賽事。
然而由於爭取時間休息，祖高域只曾在年初參
加競爭性較低的阿布扎比表演賽，放棄一連串澳網
熱身賽事，在欠缺實戰狀態下， 「扮嘢祖」的發揮
可能會有所影響。不過只要在初段盡快入局，祖高
域依然是爭冠的絕對熱門。

克服傷患保持佳態
最希望將祖高域拉下馬的，肯定是去年 6 次敗

於 「扮嘢祖」拍下的西班牙球手拿度。一度雄踞網
壇的拿度，2011 年 6 次與祖高域交手全敗，兩項大
滿貫賽溫網及美網碰頭，拿度更遭到技術性擊倒，
兩次都輸 1：3。拿度的力量在祖高域面前優勢並
不明顯，加上該名西班牙球手亦受到傷患困擾，導
致水準變得飄忽。
即使拿度能及時在比賽中回復最佳狀態，但澳
網始終並非他的福地，大大增加了他稱王的難度。
除了 2009 年奪冠的一屆外，拿度過去 6 次征戰澳網
只曾 1 次躋身 4 強，並已連續兩年在 8 強行人止步
，拿度的爭冠路途無疑是困難重重。
除了拿度及 「鹹魚翻生」的費達拿，多名 「黑
馬」同樣不容忽視。英國球手梅利雖然從未贏得大
滿貫錦標，但他已經連續兩年殺入澳網決賽，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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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地點：澳洲墨爾本市墨爾
本奧林匹克公園
比賽時間：本月 16 日至 29 日
（香港時間）

鄭潔近況佳振士氣
貴為第 1 位殺入大滿貫 4 強的球手，鄭潔近
年因為傷患困擾，成績大幅下滑。幸好鄭潔於
2012 年及時回勇，在奧克蘭網賽過關斬將奪冠，
贏得她 5 年來首項錦標。相信奧克蘭網賽的冠軍
將為鄭潔打下強心針，在澳網重拾輝煌。
年僅 22 歲、持外卡參賽的張帥，是中國的
希望之星。 「小花」張帥雖然世界排名僅 126 位
，但她近年進步明顯，今次澳網如果籤運理想，
有機會打破在大滿貫賽未能突破第 2 圈的宿命。

祖高域（塞爾維亞）

女單焦點選手

力爭
上游

2011

本屆澳網資料

中國金花佳績可期
「中國金花」李娜去年在澳
網取得好開始，順利躋身決賽，
為法網歷史性封后打下基礎。今
年李娜將與另外 3 名中國女將鄭
潔、彭帥及張帥，一同出戰澳網
， 「四朵金花」誓在澳網爭取佳績，為 2012 年
的網球賽季打響頭炮。
李娜於 2011 年大豐收，先在澳網殺入決賽
，最後惜敗於比利時名將克莉施塔絲，不過越戰
越勇的李娜之後在法網終於一嘗夙願，擊敗意大
利的舒亞禾妮贏得冠軍，寫下中國以至亞洲網球
的新歷史。

球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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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出超水準，奪冠並非不可
能。法國 「大隻佬」杜辛加，打法亦更見成熟，如
果能避開一眾勁敵，就有機會創造爆冷賽果。
女單賽事是近屆中爭持最激烈的一屆。上屆於
澳網女單奪亞軍、法網勇奪冠軍的李娜捲土重來，
力爭首度於此項賽事揚威。她在最近頻頻參加熱身
賽催谷狀態，表現已見回勇。不過上屆冠軍克莉施
塔絲固然力圖蟬聯，而現役女將中，贏得最多大滿
貫錦標的 「細威」莎蓮娜威廉斯也希望重拾昔日光
輝，今趟絕不手軟；連同於年終賽稱后，狀態大勇
的捷克女將姬維杜娃、去年美網冠軍澳洲的史杜舒
、 「世界一姐」丹麥的禾絲妮雅琪，本屆女單冠軍
的爭奪，精采程度定不遜於男單賽事。

李娜力爭第二
個大滿貫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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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塞爾維亞
年齡：24
世界排名：1
去屆澳網成績：冠軍
澳網最佳成績：
冠軍（2008、2011）

男單焦點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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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禾絲妮雅琪

國籍：丹麥
年齡：21
世界排名：1
去屆澳網成績：4 強
澳網最佳成績：
4 強（2011）

彭帥表現穩步上揚

拿度

國籍：西班牙
年齡：25
世界排名：2
去屆澳網成績：8 強
澳網最佳成績：
冠軍（2009）

雖然李娜的 2011 年下半賽季表現未如理想
，不過經過休養生息後，新一年 「娜姐」有望回
勇，挑戰第 2 面大滿貫錦標。李娜為備戰澳網，
先後在澳洲參加了賀文杯混合隊際賽，及悉尼網
球公開賽，寓賽於操。中國隊在賀文杯分組賽出
局，不過李娜 3 仗女單都贏波而回；出戰悉尼賽
亦晉級決賽，狀態不俗，只要李娜保持開季強勢
，有力再次爭冠。
種子排名 16 位的彭帥，是僅次李娜之後最
高排名的中國球手。彭帥從未打入大滿貫賽事 4
強，不過她去年在四大滿貫賽都錄得個人最佳成
績，並 3 次打入 16 強，表現穩定。然而彭帥今季
開局發揮一般，兩項熱身賽都在早段出局，要再
創好成績一定要改善表現。

克莉施塔絲

▲彭帥近年表現一直有進步
◀鄭潔於熱身賽掄元增強信心

國籍：比利時
年齡：28
世界排名：12
去屆澳網成績：冠軍
澳網最佳成績：
冠軍（2011）

費達拿回勇復仇良機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
這句話套用在 「瑞士球王」費達拿
的身上正好適合。雖然已踏入 30 歲
高齡的費達拿在上周的多哈網球公
開賽因傷退賽，但這卻為他爭取了
不少休息時間治理傷勢，相信此前已錄得 20 連勝的
「
瑞士球王」定能在下周的澳網再創輝煌。
自去年年底費達拿的狀態便一直回勇，不僅連
續斬獲巴塞爾、巴黎倫敦總決賽三冠，更以六度榮
膺年終賽總冠軍而成為歷史第一人。綜覽近來各場

老而
彌堅

費達拿

國籍：瑞士
年齡：30
世界排名：3
去屆澳網成績：4 強
澳網最佳成績：
冠軍（2004、2006
、2007、2010）
◀費達拿
要阻止祖
高域雄霸
網壇

梅利

國籍：英國
年齡：24
世界排名：4
去屆澳網成績：亞軍
澳網最佳成績：
亞軍（2010、2011）

比賽，費達拿的發球和正手抽擊已更加穩定，不時
的上網截擊亦令他的打法更為多變，從而讓他於賽
事中更為主動，贏得更多的比賽。費達拿是歷來獲
得最多大滿貫的球手，自 2004 年首奪澳網以來，他
已連續 8 年都打進準決賽，因此雖然現在他已年屆
30，但要重溫澳網舊夢亦非不可能的任務。
雖然在去年澳網和美網都敗在祖高域拍下，但
費達拿就是於法網四強挫敗祖高域，並打破對手連
勝紀錄的球手，本屆澳網是他復仇兼爭取打破大滿
貫錦標荒的良機。

李娜

國籍：中國
年齡：29
世界排名：5
去屆澳網成績：亞軍
澳網最佳成績：
亞軍（2011）

姬維杜娃爭冠稍佔上風
過去 3 年包辦澳網女單冠軍的比
利時老將克莉施塔絲及美國的莎蓮
娜威廉斯，近期都飽受傷患困擾，
本 屆 爭 標 是 負 傷 奮 戰 。 兩 名 90 後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及捷克新
星姬維杜娃，則希望乘勢首奪澳網錦標。若光以大
賽的近績而論，姬維杜娃的奪冠機會無疑稍高。
克莉施塔絲是上屆澳網女單盟主，今屆爭取衛
冕；莎蓮娜威廉斯更是 5 屆澳網得主，是公開賽時
代最成功球手。然而兩名沙場
老將不約而同遭到傷病侵襲，
狀態尚未回復最佳下，爭標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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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甚高。且看二人能否帶傷奪冠創造佳話。
同為 90 後的頭二號種子禾絲妮雅琪及姬維杜娃
，對冠軍寶座都虎視眈眈。 「丹麥甜心」至今仍未
嘗到大滿貫錦標滋味，慘成 「無冕皇后」。為更好
備戰澳網，禾絲妮雅琪早就到澳洲進行特訓，誓要
一圓大滿貫美夢。去年溫網女單冠軍姬維杜娃，近
期冒起速度驚人，更有望挑戰禾絲妮雅琪的世界排
名第 1 寶座。該名捷克新銳在剛結束的賀文杯混合
隊際賽，以全勝佳績協助捷克贏得冠軍，以她現時
的狀態，絕對有力在澳網首次封后，兼成為網壇新
一姐。她剛於悉尼賽負李娜痛失當一姐機會，反而
更令她有所警惕。

姬維杜娃

國籍：捷克
年齡：21
世界排名：2
去屆澳網成績：8 強
澳網最佳成績：
8 強（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