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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球星都曾經捲入桃色
新聞中，甚至被「捉黃腳
雞」，近日網球男單一哥祖
高域便差點成為受害者。
維 亞 模 特 兒 Natalija
塞爾Scekic
日前接受雜誌
《Svet&Scandal》的訪問，爆出
驚天消息，指曾經有一名男子提出
支付 60,000 歐元，希望她色誘祖
高域，並且幫忙拍下兩人在一起的
相片，以損害他的名聲及婚姻。

Natalija：以為是講笑

塞爾維亞索模
爆有人出六萬歐元

色誘

本周開打的邁阿密公開賽再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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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級人物退出，女網天后「細威」莎
蓮娜威廉絲昨日宣布因為口腔手術而
放棄比賽。「邁阿密是我的家，我很
2021.3.23 | 星期二
難過無法見到球迷，但我很快會回歸
的。」這是男女合站的千分大賽，男
2021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二
網 3 位天王費達拿、拿度、祖高域也
在早前宣布退出。 2021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二
細威是邁阿密網賽
歷來最強的選手，拿過 8
次單打冠軍無人可及，
而且她就住在佛州南
部，那裏的觀眾都支
持她，這可說是她最
喜歡的賽事之一。
其實細威就算堅持
參賽，恐怕也看不到太
多球迷。往年這兩周的賽程可
能湧進 30 萬人，但今年因防疫
考量，只有 3 座最大的球場開
放觀眾，每場還限制在千人以
下。

祖高域？！

「我在倫敦認識那位男子。
他告訴我去勾引祖高域並拍攝
時，我以為那裏設有隱藏攝影
機，我笑了，以為這只是
塞爾維亞索模
個笑話，但他當時卻很嚴
Natalija Scekic
肅。」Natalija表示。
Natalija 直言自己感到非常氣憤和
被羞辱：「那一刻，我想打他，向他
潑水，但我克制了自己。我希望他沒
有找到願意這樣做的女孩，因為祖高
域是我們國家最好的大使，一個模
範，一個有家室的人。」

細威棄邁阿密網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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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威」莎蓮娜
威廉絲。

■ 祖高域與

獎盃合影。

■祖高域和太太 Jelena Ristic。

闊別一年再入樽
格里芬首騷網隊獵「巫」

新星奪冠
世界羽聯巡迴賽全
英公開賽決賽日，22 歲
馬來西亞新星李梓嘉繼
8 強淘汰「一哥」桃田
賢斗後，21 日的男單決
賽 再 以 30:29、 20:22、
21:9 擊敗衛冕的丹麥球
手艾素臣，第一次打入
全英決賽即贏得冠軍。

■格里芬入樽。

發力，韋斯卜魯克兩度把分差逼至
接近平手，可惜很快又再度被拉
開，最終無力回天。
同日另一場比賽，湖人對陣太
陽，少了占士的湖人無從發力，安
東尼戴維斯也尚未回歸，最終以 94:
111 輸對手。

朱凱勤 資深體育人

薩爾瓦多奧運奪牌希
望 、 22 歲 衝 浪 女 將
Katherine Diaz 為了備戰 ISA 世界衝浪比賽以取
得東奧入場票，近日積極籌備訓練。豈料 19 日
入水後，她卻遭到閃電擊中，儘管醫療團隊第
一時間在海灘進行急救，仍無法挽回性命。

壇內外

意外身亡

NBA 昨日網隊主場對陣巫師，
這場比賽是「怪獸」格里芬在網隊
的首騷，他亦沒有辜負球迷的期
望，全場雖然僅入 1 球，卻是自己賴
以成名的絕技入樽，同時他在防守
端也沒有偷懶，輔助隊友夏頓．艾
榮助球隊贏對手巫師 113：106。
講起格里芬的入樽，上一球已
經時隔一年多之久。同時他在第一
節上場不久就送給對手巫師比爾一
個漂亮的「block shot」，宣示自己
在禁區的地位猶在。
這場也是火箭上季雙 MVP、韋
斯卜魯克與夏頓的首次 PK，兩人如
今都換了新東家，兄弟情在球場亦
碰撞出火花，夏頓交出 26 分、8 助
攻，韋斯卜魯克則轟下 29 分、13 籃
板 、 13 助 攻 的 大 三 元 成 績 更 勝 一
籌。
個人成績雖靚，但巫師仍然難
逃一敗，網隊慢熱開局，在第二節
後多數時間都處於領先，巫師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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