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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年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CC組組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港隊前港隊前
晚於世界盃外圍賽作客國足成功搶分晚於世界盃外圍賽作客國足成功搶分，，
不過港隊門將葉鴻輝指國足隊長鄭智在不過港隊門將葉鴻輝指國足隊長鄭智在
比賽末段曾出言不遜掀起餘波比賽末段曾出言不遜掀起餘波。。鄭智否鄭智否
認曾出言辱罵對手認曾出言辱罵對手，，而葉鴻輝則對國足而葉鴻輝則對國足
經歷失望賽果後的心情煩躁表示理解經歷失望賽果後的心情煩躁表示理解，，
認為事件已告一段落認為事件已告一段落，，只想集中精神應只想集中精神應
付下周二主場對卡塔爾的賽事付下周二主場對卡塔爾的賽事。。
港隊憑藉門將葉鴻輝的出色表現及運港隊憑藉門將葉鴻輝的出色表現及運

氣之助下氣之助下，，作客以作客以00：：00打打
和國足和國足，，佔有壓倒性攻勢佔有壓倒性攻勢
的國足明顯不甘和局的國足明顯不甘和局。。港港
隊門將葉鴻輝賽後在社交隊門將葉鴻輝賽後在社交
網站上表示網站上表示，，國足隊長鄭國足隊長鄭
智在他受傷時曾前來罵他智在他受傷時曾前來罵他
是是「「狗狗」，」，不過鄭智就否不過鄭智就否
認曾作出有關言論認曾作出有關言論，，並指並指
責葉鴻輝拖延時間責葉鴻輝拖延時間：「：「我我
當時只是叫他盡快起來當時只是叫他盡快起來，，
球證當時就在旁邊球證當時就在旁邊，，如果如果
我有什麼不當行為球證會我有什麼不當行為球證會
有所表示有所表示。」。」

葉鴻輝昨日於深圳起程回港時明顯不葉鴻輝昨日於深圳起程回港時明顯不
想再在這次事件上糾纏想再在這次事件上糾纏，，只對國足大熱只對國足大熱
倒灶後的心情表示理解倒灶後的心情表示理解：「：「國足一直在國足一直在
進攻都取不了入球進攻都取不了入球，，當時他們心情煩躁當時他們心情煩躁
我很理解我很理解。。我現在只想集中注意力去應我現在只想集中注意力去應
付下場對卡塔爾的賽事付下場對卡塔爾的賽事，，相信下場面對相信下場面對
的攻勢會更加猛烈的攻勢會更加猛烈。」。」對於有傳聞指國對於有傳聞指國
足球員曾對他吐口水足球員曾對他吐口水，，葉鴻輝則表示絕葉鴻輝則表示絕
無其事無其事。。

打出漂亮一仗再次搖身一打出漂亮一仗再次搖身一
變成為變成為「「英雄輝英雄輝」。」。葉鴻輝葉鴻輝
表示滿意今仗表現表示滿意今仗表現，，不過興不過興
奮感不及當年東亞運奪金奮感不及當年東亞運奪金：：
「「我每次比賽後也會失眠我每次比賽後也會失眠，，
對國足後也整晚睡不着對國足後也整晚睡不着，，目目
前最想的就是好好休息一前最想的就是好好休息一
下下，，為下周的比賽做好準為下周的比賽做好準
備備。」。」

在日本舉行的女排世界盃單循環賽在休戰兩天
後，昨日重燃戰火，由郎平掛帥的中國女排移師到
名古屋賽區，直落三局以3：0零封多米尼加，由此
戰績改寫為8勝1負。今日，中國女排將應戰實力強
大的俄羅斯隊，這也將是女排姑娘能否直通里約奧
運甚至奪冠的關鍵一戰（有線62、202及262台今
午2時直播）。
發球針對性較強的中國女排成功掌握了主動權，

零封對手順利全取3分，三局比分為25：16、25：
17和25：19。「對今仗我們準備比較充分，特別是
在攔網和防守環節上做得比較好，」賽後中國女排
主教練郎平在稱讚球隊整體表現的同時，也希望年
輕隊員在比賽中能夠提高閱讀比賽的能力。
由於昨日俄羅斯以3：0擊敗美國，目前俄羅斯、

中國及塞爾維亞，分列頭三位，同樣獲得8勝1負；
在比賽還剩兩輪的情況下，中國女排要全勝，便可
奪冠。而由於塞爾維亞最後兩場迎戰弱旅，最終以

10勝1負收官幾無懸念，同時，俄羅斯
最後一輪迎戰非洲弱旅阿爾及利亞，取
勝基本沒有問題，所以中國女排輸掉任
何一場，都將無緣以頭兩名獲得奧運入
場劵。

而接下來的中俄之戰，如果中國女排
戰勝俄羅斯，還有爭前兩名的機會；但
如果中國女排輸給俄羅斯，將基本無緣
直通里約。「今晚回去我們要看俄羅斯
的比賽錄像，做些相關準備，我覺得像
這樣的比賽打到後面都會有壓力，希望
隊員們能夠坦然面對，把自己的技戰術
水平和頑強作風發揮出來，結果該是怎
麼樣就是怎麼樣。」郎平賽後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從北京世錦賽移師蘇黎世鑽石聯賽，中
國田賽選手當地時間3日晚繼續優異發
揮。世錦賽男子跳高銀牌得主張國偉當晚
以2米30的成績獲得蘇黎世站季軍，總成
績創歷史地位列國際田聯鑽石聯賽年度亞
軍。
在蘇黎世站總決賽開始之前，24歲的張

國偉以7個積分在賽季總排名中位列次
席，落後排名首位的卡塔爾名將巴爾希姆
5個積分。
考慮到「跳高神通」巴爾希姆在北京世

錦賽上僅位列第四，如果張國偉蘇黎世奪
冠並且巴爾希姆仍然無緣獎牌，本賽季鑽
石聯賽總冠軍及世界排名第一的殊榮將首

次落入中國選手的囊中。
蘇黎世當晚室外氣溫只有18攝氏度，四

輪比賽過後成功征服2米30高度的只有巴
爾希姆、張國偉與烏克蘭選手邦達連科。
最終巴爾希姆成功越過2米32收穫冠軍，
張國偉與邦達連科最終成績均為2米30，
但張國偉以第三次試跳2米30成功的劣勢
獲得季軍。
本站總決賽後，巴爾希姆以20分斬獲國

際田聯鑽石聯賽男子跳高賽季總冠軍，張
國偉以9個積分收穫亞軍。這是中國選手
參加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中獲得的年度最好
成績，去年中國名將李金哲獲得男子跳遠
年度總排名第四。 ■新華社

張博文逆轉
射落世界盃桂冠
2015年射擊世界盃總決賽（步手槍）當地時間3日在德國慕

尼黑揭幕。19歲的中國小將張博文最後兩發驚險「超車」，奪
得男子50米手槍慢射冠軍，衛冕冠軍王智偉摘得銅牌。
山東小伙張博文今年剛剛開始參加成年組比賽就迅速在國際

賽場打出名聲，此前參加了三場分站賽獲得一站冠軍一站亞
軍，在難度相當大的50米手槍項目中年紀輕輕便有連續的不俗
表現實屬不易。
首次站到賽季總決賽戰場，張博文表現出不怯場的比賽氣
質，繼韓國昌原站之後再次上演終極逆轉，在最後的金牌爭奪
輪兩發趕超越南老將黃春永，以192.6環的決賽成績加冕世界冠
軍。41歲的黃春永在中國小將的窮追之下掉了鏈子，最後兩輪
４發之中有3發不到8環，最終以3.3環的差距獲得亞軍。
連續兩屆總決賽冠軍、27歲的中國選手王智偉在倒數第二輪

以0.2環之差被淘汰，獲得銅牌。這是中國選手自2012年以來
連續四年奪取該項目冠軍。
慕尼黑世界盃總決賽包括步槍和手槍的10個奧運項目，中國

隊共有16人參加除步槍臥射和男子10米氣手槍之外的8項比
賽，其中三人身兼兩項。 ■新華社

國奧終集合全部適齡精英
一直為缺兵少將發愁的國奧隊主教練傅博終於長出了一口氣。正在

瀋陽備戰與巴林隊熱身賽的國奧終於集合了全部優秀適齡球員。這支
備戰里約奧運會的國奧隊自組建以來，就一直很難湊齊所有精英球員
訓練、比賽。除了海外球員一直缺少與球隊的磨合外，一些在中超踢
上球的隊員，也一直在國家隊和俱樂部之間左右逢源。而隨着徐新在
瀋陽與球隊匯合，傅博終於聚齊了所有好牌。 ■新華社

女籃亞錦賽 中國坐亞望冠
正在武漢進行的2015年亞洲女子籃球錦標賽昨晚進入準決賽爭奪，

中國女籃以60：45大勝韓國女籃晉級決賽。而當日另一場準決賽在日
本隊和中華台北隊之間進行。中華台北隊以58：65負於對手，日本隊
將於今晚7時30分與中國隊爭奪本屆賽事冠軍；中華台北則於今晚5時
30分與韓國隊爭奪季軍席位。本屆女籃亞錦賽的冠軍將直接獲得明年
里約奧運會的參賽資格，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球隊則將參加奧運落選
賽。 ■中新社

逾1500鐵人戰三項系列賽
2015年鐵人三項世界系列賽將於9月12日在山東威海開幕。目前已
有來自36個國家和地區的1511名運動員報名參加。比賽共設置長距
離、標準距離、半程、體驗組4個競賽距離。長距離比賽包括游泳3公
里、自行車80公里、跑步20公里，總距離103公里。比賽分專業組和
業餘組計算成績，其中，專業組共分為6個組別、業餘組分為34個年
齡組。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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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二之戰，國足原定作客馬爾代夫，
惟因後者主場草皮受損，在國際足協

批准下，比賽移師至瀋陽進行，令國足由客
場變主場。雖然有主場之利，但被港足守
和，痛失兩分，令球隊元氣大傷，故對馬爾
代夫之前，國足能否盡快復元成為關鍵。

卡塔爾15：0大炒不丹
根據規則，每個小組的頭名以及4個成績

最好的小組第二將會晉級預選賽下一階
段——亞洲區12強賽。在國足0：0遺憾地
戰平港足後，卡塔爾在主場面對本組的魚腩
球隊不丹，最終以15：0的比分狂勝。國足
不僅在本組積分榜上滑落至第3位，同時也
意味着第5輪客場和卡塔爾交手時，國足至
少不能落敗，否則將失去爭奪小組第一的機
會；若要將小組出線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則需要在客場戰勝卡塔爾，而且兩場和卡塔
爾的較量必須拿到4分，才能保證擠掉對手
獲得小組頭名。

接下來，國足已經沒有犯錯的空間。
不但要在下周二戰勝馬爾代夫，還應該
多拿淨勝球。10月8日客場對陣卡塔爾，
對於國足來說可能是提前上演的生死戰，如
果客場戰勝卡塔爾，國足仍然保留比較大的
小組出線希望，反之，國足想要晉級到亞洲
區12強賽的難度非常大，但願接下來的世外
賽，國足能夠守住底線，不要再給中國球迷
添堵了。

蔡振華：隊伍不夠成熟
談回國足被港足逼平一戰，國家體育總局

副局長、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昨日接受新華
社記者採訪時點評：「結果（令人）遺憾，
（球隊）不夠成熟。」他認為，國足上下半
場的表現有差異，顯示隊伍還不夠成熟。
蔡振華評價道，國足上半場從開局開始，

機會把控得不錯，但是下半場就不一樣了。
「如果主教練佈置整個90分鐘都這麼踢，肯
定能攻破對方的球門，或者能勝利。從球員
的支撐力上來看，上下半場應該是一樣的，
但感覺下半場沒踢20分鐘就開始急了，射門
的有效性就明顯下降，這個就顯示隊伍不夠
成熟，」他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經過前晚被港足守和一戰後，國

家男足（國足）昨日飛抵瀋陽，準

備下周二「作客」馬爾代夫的下一

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小組賽。由

於前晚卡塔爾主場大炒「魚腩」不

丹15：0，現時國足不僅在小組積分

榜上滑落至第3位，更失晉級主動

權。

張國偉獲鑽石聯賽年度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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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鴻輝理解國足 現蓄力下周比賽

排名 球隊 場次 勝 平 負 進球 失球 淨勝 積分

1 中國香港 3 2 1 0 9 0 9 7

2 卡塔爾 2 2 0 0 16 0 16 6

3 中國 2 1 1 0 6 0 6 4

4 馬爾代夫 2 0 0 2 0 3 -3 0

5 不丹 3 0 0 3 0 28 -28 0

（截至2015年9月4日）

■■國足遭香國足遭香
港隊守和港隊守和，，
隊長鄭智黯隊長鄭智黯
然離場然離場。。

新華社新華社

■■港門將葉鴻輝港門將葉鴻輝
（（綠衫綠衫））撲出國足撲出國足
的射門的射門。。 法新社法新社

■■國足世外賽失分國足世外賽失分，，
主帥佩蘭面臨巨大壓主帥佩蘭面臨巨大壓
力力。。 新華社新華社

■■「「英雄輝英雄輝」」昨返港昨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張國偉在上月北京世錦賽奪銀牌張國偉在上月北京世錦賽奪銀牌。。 新華社新華社

■■國奧將士難得大合照國奧將士難得大合照。。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朱婷朱婷（（上上））在比賽中扣殺在比賽中扣殺。。新華社新華社

■■張博文張博文（（中中））奪手槍慢射冠軍奪手槍慢射冠軍，，
王智偉王智偉（（右右））摘銅摘銅。。 ISSFISSF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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