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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特首

■熱愛足球的特首曾蔭權昨日亦有現
身大球場觀戰，而且以一副「重裝備」
捕捉一眾英超球星在球場上的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車仔

王子復甦入波 技勝維拉捧盃

滿載而歸

場內花絮
女球迷食羅沙度波餅浴血
傑志隊
長羅沙度
在季軍戰
主射十二
碼宴客，
未能為球
隊領先布
力般，間
接成為球隊輸波罪人，而這名西班
牙外援的射球更省中一名女球迷的
鼻流血，認真運滯。

人體彩繪撐車仔

■車路士第二次贏得
巴克萊亞洲錦標賽冠
軍。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舒慧 攝

與女朋
友雙雙入
場的球迷
陳先生，
為支持愛
隊車路士
在冠軍戰
大勝阿士
東維拉，
決定「身體力行」
，利用人體彩繪把
車仔球衣畫在身上，化身「藍戰
士」
。

爭抽獎表格盼飛倫敦
大批車路士球迷在場內爭相索取
抽獎表格，希望有機會中獎免費前
往倫敦，近距離與車路士球星
接觸，不消1分鐘，一疊厚厚
的表格就已經派完，足見
球迷的踴躍程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郭正謙、黃舒慧)
巴克萊亞洲錦標賽
車路士(車仔)完美
封王！車路士昨日
於巴克萊亞洲錦標
賽決賽以2:0輕取阿士東維拉，以0失球、入6
球的完美成績奪得冠軍，而隊中射手費蘭度托利
斯後備上陣，隨即取得入球，成功於亞洲之旅
「開齋」，令全場近4萬名球迷欣喜若狂。
賽事共吸引38,911名球迷入場，收入為
10,448,530元。

杜 陣，不過對冠軍志在必得的車路
奧巴及費蘭度托利斯未有正選上

士，開賽僅1分鐘便取得入球，安歷卡突
入禁區，窄角度勁射被基雲擋出，其後馬
隆達補射又被這位愛爾蘭門神神奇封阻，
不過車路士仍有小將麥伊治蘭黃雀在後，
混戰中勁射破網，助車仔先拔頭籌。其後
車路士繼續控制大局，維拉鮮有攻勢能威
脅對方門將施治，不過在基雲的神勇表現
下，車路士亦無法增添紀錄。
直至下半場，波亞斯換入杜奧巴及費蘭
度托利斯後局勢才有改變，亞洲之旅中首
度與杜奧巴拍檔的托利斯，出場第一次觸
球便取得入球，接應馬隆達的半傳半射，
門前建功，射入其亞洲之旅的首個入球，
協助車路士以2:0擊敗阿士東維拉，第二次

捧走巴克萊亞洲錦標賽冠軍。

少帥喜有完美開始
以一座巴克萊亞洲錦標賽冠軍完成亞洲
之旅，大大增強車路士新主帥波亞斯對來
季的信心，這位少帥表示，很高興看到球
隊已漸漸理解他的思路：「我們的季前準
備非常完美，令我的車路士生涯有一個完
美的開始，很開心看到自己漸漸起到推動
球隊的作用。」
費蘭度托利斯終於在亞洲一嚐入球的滋
味，入球後更衝向波亞斯慶祝，似是要向
這位新帥證明自己，不過波亞斯則拒絕單
獨評論「費托」的表現：「我們是一個團
隊，比賽中不少球員都有入球機會，重要
的是有人將皮球放入網窩。」

■費蘭度托利斯甫上陣即
■費蘭度托利斯甫上陣即
■費蘭度托利斯甫上陣即
■費蘭度托利斯甫上陣即
■費蘭度托利斯甫上陣即
■費蘭度托利斯甫上陣即
有「士哥」
有「士哥」
有「士哥」
。
。
。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
有「士哥」
有「士哥」
有「士哥」
。
。
。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記者郭正謙
記者郭正謙
攝
攝
記者郭正謙
記者郭正謙
記者郭正謙 攝
攝
攝
攝
■安歷卡(右)的射門僅被基雲救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足球如何重生
香港足球代表隊長期積弱，但多得2009年在
自己地方舉辦的東亞運動會上殺退各支拉雜成
軍且志在參與的球隊後一炮成名，除了帶給當
時特區政府和支持港足的市民大眾一份驚喜和
榮譽外，還造就了多位本地球星。在這股正能
量醞釀和發酵的同時，卻為本地球員和支持的
球迷造成一個「了不起」的假象。但對一些懂
得足球和體育的人士眼中，當然沒有被這假象
蒙騙，知道香港足球的實力究竟好到哪裡。
上周四在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次圈次回合對
沙特阿拉伯的一場賽事，便完全暴露了香港
代表隊的整體實力，港隊在作客時輸零比三，
上周四在自己的家門口作賽，並且有幾百名球
迷擁護吶喊下卻輸得更慘，淨吞五蛋，兩場共
嚥下八隻蛋，像這樣的賽果，怎能不叫所有支
持港足的市民搖頭嘆息，甚至感到羞恥呢。香
港足球的世界排名每況愈下，現時的154位看來
還不算最低。
當然，身為香港人一分子，不想見到港足長
期困於谷底，而最近政府願意投放資源，致力
實踐鳳凰計劃，讓很多愛好港足的朋友大為雀
躍，並且視此為香港足球重生的機會。
我認為要港足重生，不是三兩下功夫便可以
做到。因為足球已經是世界各國都願意落本發
展的運動項目，而職業足球員的市場價值愈來
愈高。換言之，願意投入足球的青少年也愈來
愈多，在這種高度市場競爭的環境下很難單憑
個人實力而培養出一支亞洲級或世界級勁旅。
而香港本身沒有良好培養頂尖青少年球員的環
境和配套設施，要發展這種設施配套和環境，
需要大筆資金和時間，而且不一定成功，倒不
如嘗試發掘一些有潛質的青少年，然後資助他
們在外國球會培訓，並且跟他們訂下長遠的發
展合約，包括代表香港出席國際賽的協議等。
所謂：「孟母三遷」
，沒有好環境，又怎能培養
出世界級球員呢！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鍾伯光教授

■杜奧巴(右)避過維拉後衛楊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保辛華(右)與維拉的迪爾科尼素爭
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負布力般包尾 傑志毫不失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本地甲組聯賽
冠軍傑志昨日在主場迎戰英超球隊布力般流
浪，錯失先拔頭籌的大好機會，隊長羅沙度主
射十二碼宴客，結果在巴克萊亞洲錦標賽季軍
戰，被布力般的莫路科米卡、鄧尼及碧克文各
入1球，以0:3大敗，不過主隊是役卻有收穫，
球隊在英超球隊面前表現絕不失禮，新加盟的
前上海內援中場黃洋，其領軍和個人突破能力
獲得肯定，傑志在新一屆球季的實力明顯更勝
上屆。
傑志乘布力般仍未適應香港潮濕和酷熱的天
氣，甫開賽即打出球
■鄧尼為布
隊一貫的「港版巴
力般射入第2
塞」風格，取得數
球。
香港
次攻門機會，並在
文匯報記者
上半場23分鐘
潘志南 攝
憑曾錦濤
博得對
方後
衛
馬
田
奧臣禁區內犯
規，獲得千載難
逢的十二碼機
會，可惜隊長羅
沙度主射高出，錯
失領先機會。
反觀布力般把握力實
而不華，35分鐘，莫路科
米卡接應隊友艾馬頓右路
傳中，近門頂入成1:0。換
邊後，布力般中場鄧尼妙射
罰球越過人牆入網，領先傑志
2:0。此時仍用心踢小組短傳巴

■羅沙度(中)射失十二碼後自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塞式足球的傑志，其後有後備入替
的陳文輝連環起腳抽射，惜射門
貼柱出界，未能為球隊破蛋。完
場前6分鐘，羅沙度在禁區內一次
犯規輸十二碼，布力般由碧克文主
射成3:0鎖定戰局。

甘巴爾滿意表現
傑志教練甘巴爾賽後十分滿意球隊的表現，
他表示其中上半場更有不少攻勢，球員很享受
今次賽事，並吸取比賽經驗，對傑志來說是十
分重要。布力般中場鄧尼賽後表示對於自己獲
得1個入球，即使是季初的熱身賽，仍感到十
分喜悅，而且有信心可以為球隊帶來美好前
景，在新球季爭取前10名。領隊堅恩則指賽事
有助球隊練兵，對手傑志也給球隊很大壓力和
競爭力，是很好的季前備戰賽事。

黃
洋
一
戰
成
名

■黃洋(左)今仗表現令人眼前一亮。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傑志在巴克萊亞洲
錦標賽未能創造奇蹟，不過陣中新援黃洋卻有耀
眼表現，昨日面對布力般流浪顯示出其出色的個
人技術及速度，數次將一眾英超後衛玩弄於股掌
之中，勢成來季傑志的一員大將。
傑志昨日慘吞布力般流浪3蛋，不過新援黃洋卻令人眼前
一亮，上半場多次憑個人技術直搗黃龍，膽識、技術和速度
兼備，成為傑志的進攻重心，這位曾入選國青出席世界大學
生運動會的中前場球員表示，自己尚要時間提升狀態：「我
很長時間都沒有正式訓練，加入傑志合操只有短短1個多
月，我需要一點時間去提升狀態。」

新球季力爭正選
現年27歲的黃洋表示自己出戰過正式頂級聯賽，在入讀大
學前只是於球會預備組及青年軍出戰，一加入傑志卻立即有
機會面對世界頂尖的球隊，更在比賽中有不俗表現，一戰成
名，他表示來季會極力爭取正選位置：「英超球隊給對手的
壓力的確十分利害，我很慶幸這兩場自己的表現有進步，希
望來季可以取得正選位置，為傑志爭逐錦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