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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世界盃淘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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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打到現在）心態的變化
是，越來越想往前走，越來

越有目標，越來越想做更好。」當
日下午訓練前，婁佳惠用3個「越
來越」描述了全隊現在的心態。這
名24歲的攻擊型中場還自信地表
示，「相信我們可以」打進八強，
甚至更遠。
時隔8年，重回世界盃的中國女
足在小組賽上1勝1平1負，以A組
第二身份晉級16強。當外界認為她
們基本目標已完成時，這些平均年
齡僅為23.5歲的姑娘們卻不這麼認
為。
婁佳惠說：「（自滿）不會有
的，我覺得我們目標並不是現在。
包括之前也說了，我們目標很明
確，就是進前四名，爭取拿冠軍。
信心，一定要有這個信心，才能走
得更遠。」

輕鬆訓練 笑聲不斷
中國女足在最近一次奧運會和世
界盃上都是止步八強。婁佳惠表
示，隊員們有信心突破這個成績。
「能走更遠，對中國女足來說更
好，我希望我們能走很遠。」
埃德蒙頓是中國隊打了兩場小組
賽的比賽地，也是抵達加拿大後訓
練和生活時間最長的城市。當天下
午的訓練依舊在主賽場外的克拉克
訓練場進行。在開放的15分鐘裡，
主力球員進行了慢跑恢復訓練，替
補隊員進行系統的熱身準備。從全
隊氣氛看，球員普遍比較放鬆，場
上不時傳出笑聲。

當地時間20日（香港時
間21日），中國隊將在16
強戰中面對第一次參加世
界盃的非洲勁旅喀麥隆
隊。婁佳惠回憶，自2007
年入選國家隊以來，她印象
中還從未和非洲球隊交過
手，全隊也正在做研究。她
說：「喀麥隆是不錯的隊
伍。這幾天只要我們好好準
備，好好分析對手，有點針對
性，應該沒有問題。」

身體速度遜色 靠整體
已收穫兩個進球的王麗思也

說，對喀麥隆不太了解，只是
「最近看她們比賽，相對有一定
了解」。當被問到如何做針對性準
備時，這名右進攻中場說：「等比
賽就知道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對於非洲球員身體素質突出的特

點，婁佳惠說，中國隊還是要發揮
整體優勢。「我們身體速度不如她
們，我們要靠整體。」
由於入選國家隊時間早，婁佳惠

是隊中為數不多參加過奧運會的球
員。對比兩個舞台的不同，她說世
界盃才是女足運動「自己的舞
台」。 ■新華社

打進世界
打進世界

盃盃1616強的中強的中

國女足在重返埃德蒙頓

國女足在重返埃德蒙頓

後後，，於當地時間
於當地時間1717日日（（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1818

日日））進行了抵達後的第一次訓練

進行了抵達後的第一次訓練。。姑姑

娘們娘們「「越來越想往前走
越來越想往前走」，」，而如而如

果能打入八強
果能打入八強，，也不是目標

也不是目標

的終點的終點。。

加拿大女足世界盃小組賽當地時間加拿大女足世界盃小組賽當地時間1717
日日（（香港時間香港時間1818日日））全部收官全部收官，，法國法國、、
英格蘭英格蘭、、哥倫比亞和韓國隊瓜分了最後哥倫比亞和韓國隊瓜分了最後
44個出線名額個出線名額，，世界盃世界盃1616強全部產生強全部產生。。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淘汰賽的對陣和冠軍路線圖淘汰賽的對陣和冠軍路線圖
也宣告出爐也宣告出爐。。中國隊所在的半區集齊了中國隊所在的半區集齊了
世界排名前三位的德國世界排名前三位的德國、、美國和法國美國和法國
隊隊，，堪稱堪稱「「魔鬼半區魔鬼半區」。」。
在在EE組組，，已提前鎖定小組第一的巴西已提前鎖定小組第一的巴西

11：：00戰勝哥斯達黎加戰勝哥斯達黎加，，三戰全勝三戰全勝。。韓國韓國
隊隊22：：11逆轉西班牙逆轉西班牙，，以小組第二的身份以小組第二的身份
殺進殺進1616強強。。哥斯達黎加雖然獲得小組第哥斯達黎加雖然獲得小組第
三三，，但僅積但僅積22分的她們與積分的她們與積33分分、、凈勝球凈勝球
為為--77的的BB組泰國隊一起組泰國隊一起，，成為成績最差成為成績最差

的兩支小組第三的兩支小組第三，，慘遭淘汰慘遭淘汰。。
FF組中組中，，法國隊在最後一輪總算打出法國隊在最後一輪總算打出

了霸氣了霸氣，，以以55：：00狂勝墨西哥狂勝墨西哥，，積積66分以分以
小組第一身份出線小組第一身份出線。。英格蘭隊英格蘭隊22：：11戰勝戰勝
哥倫比亞哥倫比亞，，以凈勝球劣勢屈居小組第以凈勝球劣勢屈居小組第
二二。。哥倫比亞積哥倫比亞積44分分，，獲得小組第三獲得小組第三，，
與荷蘭與荷蘭、、瑞士和瑞典一起成為瑞士和瑞典一起成為44支成績支成績
較好的小組第三較好的小組第三，，搭上搭上1616強的末班車強的末班車。。
從進入從進入1616強球隊的洲際分佈來看強球隊的洲際分佈來看，，亞亞
洲進步明顯洲進步明顯，，亞足聯範圍內的中國亞足聯範圍內的中國、、日日
本本、、澳洲和韓國澳洲和韓國44支球隊晉級支球隊晉級；；歐洲仍歐洲仍
處於霸主地位處於霸主地位，，有有77支球隊晉級支球隊晉級。。另另
外外，，北美洲和南美洲各有兩支北美洲和南美洲各有兩支，，非洲僅非洲僅
喀麥隆一支球隊出線喀麥隆一支球隊出線。。

至此至此，，1616強賽的對陣全部出爐強賽的對陣全部出爐：：分別分別
是是，，中國對喀麥隆中國對喀麥隆、、美國對哥倫比亞美國對哥倫比亞、、
德國對瑞典德國對瑞典、、法國對韓國法國對韓國、、巴西對澳巴西對澳
洲洲、、日本對荷蘭日本對荷蘭、、挪威對英格蘭和加拿挪威對英格蘭和加拿
大對瑞士大對瑞士。。 ■■新華社新華社

1616 強出爐強出爐 中國中國陷陷「「魔鬼半區魔鬼半區」」

田徑賽季過半，國際田聯日前公布最新一
期世界排名，中國女將劉虹高踞女子競走榜
首，張國偉排在跳高第三，蘇炳添男子百米
位列第11。
在競走挑戰賽拉科魯尼亞站的比賽，劉虹

以1小時24分38秒的成績，將該項目世界
紀錄提高了24秒，這也是中國田徑繼劉翔
在2006年以12秒88刷新110米欄世界紀錄
後，時隔9年再次打破世界紀錄。故在女子
競走世界排名榜上，劉虹以1280分躍升至
第一，成為中國目前唯一排名世界第一的田

徑選手。
張國偉此前在鑽石聯賽奧斯陸站以2.36米

的成績首奪這一大賽男子跳高冠軍，並憑借
這一成績，張國偉在男子跳高排名榜上以
1358分位列第三，僅次於卡塔爾的巴西姆
及俄羅斯的世錦賽冠軍邦達連科。
而最受關注的男子100米，作為第一個跑

進10秒的亞洲人，蘇炳添以1267分位列第
11位。今年狀態甚佳，跑出過9秒74和9秒
75佳績的美國名將加杜連，以1416分高踞
第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劉虹榮升競走世界一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亞冠8強戰的對陣抽籤儀式昨在亞足
協總部吉隆坡舉行。作為中超獨苗，廣州
恒大被抽到的對手是日本球隊柏雷素爾。
根據賽程，恒大先客後主，兩回合的比賽
時間分別是8月25日及9月15日。恒大上

一次和柏雷素爾比賽是2013年亞冠小組
賽，當時，恒大主客場各進4個球以8：1
大勝。此次，恰逢恒大換帥，能否再次取
得優勢，對史高拉利將是一個重大考驗。
今年的8強賽採取東西亞分區的形式，
恒大的對手將從日本的柏雷素爾、大阪飛

腳、韓國的全北汽車之中產生。這3支球
隊中，恒大與柏雷素爾的交手戰績最佳，
4場交戰3勝1平保持不敗。昨日的抽籤結
果顯示，廣州恒大將於8月25日首回合作
客日本，迎戰J聯賽豪門柏雷素爾；次回
合，雙方將於9月15日移師廣州天河體育
中心再決高下；另一組對陣則是另一支J
聯賽球隊大阪飛腳碰撞韓國的全北汽車，
全北將於8月26日首先坐鎮主場，次回合
比賽則將於9月16日作客日本。
晉級4強的兩支東亞及兩支西亞的球隊

捉對較量，毋須再次抽籤，東亞區兩回合
準決賽的時間分別是9月30日及10月21
日，西亞區的則是9月29日及10月20日，
屆時希拉爾與歷基韋亞的勝者、柏雷素爾
與廣州恒大的勝者將是先主後客。決賽兩
回合的時間是11月7日及11月21日。
從歷史對陣來看，恒大顯然抽中一個上

上籤。不過，如今的柏雷素爾和2年前相
比，已有不少進步，本賽季亞冠小組賽，
柏雷素爾3個主場射進10球，客場也射進
7球。唯一缺點是，柏雷素爾的防守漏洞
百出。不過，這也是恒大本賽季遇到的問
題。對於新主帥史高拉利來說，未來兩個
月的工作，尤其重要。

亞冠四強爭奪戰

丁俊暉 蕭國棟世盃三連勝
2015年

桌球世界
盃17日晚
在江蘇無
錫展開第
四 輪 角
逐，丁俊
暉∕蕭國
棟組成的
中國 A 隊
和周躍龍∕顏丙濤組成的中國B隊分別以
5：0橫掃奧地利及英格蘭隊，中國A隊取
得小組賽三連勝，兩支中國隊均在各自小
組暫列首位。不過，由傅家俊／區志偉組
成的香港隊，當晚則以2：3不敵比利
時。
本屆世界盃共有英格蘭、蘇格蘭、威爾

士、澳洲、中國、挪威及香港等23個國
家和地區的24支隊伍參賽，比賽採取小
組賽循環和淘汰賽結合的賽制，24支隊伍
分為4個小組，採取5局制單循環比賽，

每個小組的前兩名晉級淘汰賽階段，全部
比賽將於22日結束。 ■新華社

中國女排美國迪士尼一日遊
中國女排已

於日前結束美
國排球盃的比
賽返回北京。
不過，在美期
間，女排姑娘
也有輕鬆的一
面。據鳳凰體
育消息，在最
後一場比賽前
夕，中國女排
忙裡偷閒到迪士尼樂園一日遊。近期表現
搶眼、「朱元璋」成員之一的張常寧，更
將遊玩照片放上微博。
總共4場的美國排球盃，中國隊以兩勝

兩負的戰績收官，中國隊主教練郎平和美
國隊主教練基拉里都把這次比賽當成練
兵、試陣的好機會，各自演練了多套首發
陣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日前公布了
2013年興奮劑違例報告，在總共1953例興奮
劑違例事件中，中國佔34例，於115個國家
和地區中位列第13。其中，中國的34例興奮
劑違例事件，田徑
是重災區有 9例，
游泳和健身分別有5
例和4例。
按項目分類，田
徑同樣是興奮劑事
件的重災區，在115
個國家和地區中總
共1953例興奮劑事
件中，田徑共出現
280例違例事件，佔

14.3％，重競技和自行車分別以252例和203
例位列項目興奮劑榜的第二和第三。
而以國家角度看，俄羅斯以225例違例事

件排名榜首，其中42例發生在田徑項目；排
名第二的是土耳
其，53例在田徑
項目，48例在舉
重項目；印度以
90例排名世界第
三。美國共有 43
例違例事件，田
徑和自行車分別
有最多的9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中國2013年34起興奮劑違例 恒大遇柏雷素爾

■■傅家傅家
俊領軍俊領軍
的港隊的港隊
惜敗惜敗。。
新華社新華社

■■劉虹於競走挑戰賽打破劉虹於競走挑戰賽打破
世界紀錄世界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女排姑娘自拍留女排姑娘自拍留
念念。。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亞足協昨就亞冠亞足協昨就亞冠88強強
賽進行抽籤賽進行抽籤。。 美聯社美聯社

■■ 20132013 年興奮劑違例年興奮劑違例
報告出爐報告出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女足姑娘進行分組女足姑娘進行分組
對抗對抗。。 法新社法新社

■■門將王飛門將王飛（（右右））在在
訓練中訓練中。。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女足重返埃德中國女足重返埃德
蒙頓蒙頓。。 法新社法新社

■■註註：：以上時間為香港時間以上時間為香港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