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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的全能球王告魯夫日前因癌症逝世，享年68歲。對
於老一輩球迷而言，告魯夫是一個時代的代表，至今很難
找到頂替他的球星。荷蘭全能足球大師米高斯創立了全能
足球，「進攻、進攻、進攻」，告魯夫便是他的得意弟
子，另外還有阿積士的第11人（門將也參與進攻）。
荷蘭的全能足球出現後，很多新的戰術應運而生，讓球
迷大開眼界，亦帶來了足球戰術革命，例如集體佈防越位
陷阱，以及10人壓迫性足球戰術。這些革命性戰術的產
生，就是足球革命家米高斯的功勞。
由於佈防越位陷阱和圍、迫、搶戰術的需要，當年的阿
積士以及荷蘭國家隊的所有球員都有強大的體能，甚至在
失球時用超技術去防止對手進攻，不惜犯規。
說回告魯夫的踢球和教波風格都是一時無兩的。有專家
分析，告魯夫當巴塞教練時，把米高斯的真傳融入巴塞羅
那，他又把真傳傳給了他的得意弟子列卡特，因此巴塞能
够成為地上最強，這其實是荷蘭全能足球演繹的現代版。
只求進攻的足球也付出了代價，荷蘭連續兩屆屈居世界
盃亞軍，他的全能足球後來便被西德的破越位陷阱所破，
雖然荷蘭未捧過世界盃，但他對足球的貢獻是偉大的。
別了，全能球王告魯夫，你對足球的功績至今仍無人可
以代替。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體壇縱橫

全能球王告魯夫

俄羅斯田徑興
奮劑風波繼

續發酵，繼國際體育
仲裁法庭宣佈剝奪
2012年倫敦奧運會男子
50公里競走冠軍基爾亞
布金的金牌後，倫奧女子
20公里競走亞軍卡尼什金娜
的銀牌也被剝奪。
在2012年8月12日的倫敦奧

運會女子20公里競走比賽中，俄羅斯新秀拉什
馬諾娃最後時刻後來居上，超越隊友、衛冕冠軍
的卡尼什金娜，以1小時25分02秒奪取金牌並打

破世界紀錄，後者獲得銀牌。中國藏族姑娘切陽什姐
以1小時25分16秒得到銅牌並打破亞洲紀錄，名將劉
虹拿到奧運會第四名。

感慨萬分：「讓我哭一會」
在得知卡尼什金娜被剝奪銀牌後，劉虹感慨萬分，

她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寫道：「此時此刻我的心情你們
理解嗎！讓我哭一會。」

對於劉虹的留言，國家
田徑隊隊友謝震業、史冬
鵬及鞏立姣等紛紛點讚。
鞏立姣還評論說：「理解
理解。」
作為中國競走的領軍人

物，劉虹在女子20公里的
實力毋庸置疑，2015年起
全面超越俄羅斯軍團：去
年年初創下1小時24分38

秒的新世界紀錄；去年的北京世錦賽，劉虹更力壓群
芳封后，為東道主中國田徑隊奪得唯一的金牌。
有內地傳媒統計，劉虹目前已擁有兩枚世錦賽金

牌，分別是2015年北京世錦賽及2011年大邱世錦賽
金牌。另外，2013年的莫斯科世錦賽，劉虹獲得銅
牌；2009年柏林世錦賽，劉虹獲得銀牌，令她在世錦
賽的獎牌數目累積到2金1銀1銅。如果再加上2014
年太倉世界盃不敵俄羅斯選手獲得的銀牌及今次升格
的倫敦奧運會銅牌，劉虹在世界田徑三大賽的獎牌總
數已達2金2銀2銅，有望比肩劉翔的2金3銀1銅，成
為中國田徑的新霸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據美聯社消息，倫敦奧運會女子20公里競走亞軍卡尼什金娜銀牌被剝奪，令當時獲得銅牌的中國

運動員切陽什姐升格為亞軍，第四名的另一中國名將劉虹則遞升為季軍。也就是說，中國田

徑隊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又增加了一枚銀牌。而劉虹個人在奧運

會、世錦賽及世界盃三大賽事的獎牌數已累積至

2金 2銀 2銅，逼近劉翔的2

金3銀1銅。

國際田聯（IAAF）主席高爾（右圖）日前在接受採訪時
說，田徑運動已變得有些「乏味」，為了生存必須進行「激
進」的改革。
去年8月當選國際田聯主席的高爾是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採訪時首先談到世界錦標賽的日程，他說為期10天的世
錦賽時間太長了。1983年第一屆比賽開始舉辦時，人
們會看完9到10天的比賽，但現在他們不可能有這樣
的耐心了。他說，世錦賽在5年之後必須要縮短。
國際田聯室外比賽的賽季從每年5月開始，到9月結

束。高爾認為賽季太短，每年人們有7個
月的時間沒有比賽可看，記者也沒有什麼
可寫。「我們必須改變這樣的狀態，將賽
季延長。也許我們應該尋找氣候適合比賽
的地區，同時開發那裡的市場」。
他認為，現在有太多的著名選手無賽可比，這就增加了田

徑比賽推廣的難度。「如同巴塞羅那隊在推銷賽季票時，告
訴球迷美斯只參加三分之一的比賽一樣」。他建議增加名將
之間的對決，增強比賽的觀賞性。 ■新華社

IAAF主席指田徑要大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已提
前在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取得C組首名
的卡塔爾隊，將在周二作客西安對陣中
國男足（國足）的比賽中有四名主力掛
免戰牌，對國足是一利好消息。
世外賽亞洲區C組最後一輪卡塔爾對

陣國足的比賽將於周二晚7時30分在西
安舉行。據內地傳媒消息，客軍將在比
賽前一天才趕到西安，不理會時差、天
氣，似乎完全不在乎勝負。相比之下，
這場比賽卻是國足的生死戰，必須取勝
才能有機會以最佳的小組次名其中一個
名額晉級12強。
目前在各小組第二名排名榜中，有6

個淨勝球的國足積8分名列第六，前5
名的球隊是敘利亞12分，阿聯酋、約
旦、朝鮮同是10分，伊拉克9分。國足
要想殺入亞洲區12強必須超越上述其中
四支球隊才行。也就是說，「高家軍」
不單要勝卡塔爾取下3分，還期望有四
支球隊輸球沒有獲得任何積分。

不過，周二的中卡之戰也有利好消
息，就是卡塔爾三名主力累積黃牌停
賽，他們分別是：中場阿薩達拉、前鋒
塞巴斯蒂安和前鋒海多斯。另外，後衛
艾哈邁德．亞塞爾受傷也不能來華。
卡塔爾國內聯賽密集。據悉，28日卡

塔爾全隊將包機飛往西安，晚上直接赴
賽場熱身備戰29日的比賽。

卡塔爾四主力免戰 利好國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在昨日舉行的
2016年國際乒聯世界巡
迴賽卡塔爾公開賽，國
家隊和港隊捷報頻傳。
其中香港18歲小將何鈞
傑於 U21 男子單打決
賽，以3：2擊退法國羅
賓朗，榮膺冠軍；可惜
在公開組次圈以0：4負
於國手樊振東出局。不過教練
劉國棟仍大讚愛徒表現出色。
國乒方面喜憂參半，男、女

單打輕鬆晉級，馬龍、張繼
科、許昕和樊振東四大主力順
利進入男單第二輪。但男雙組
合馬龍／許昕以2：3不敵日本
的丹羽孝希／吉村真晴，罕有
地首輪已出局。張繼科／樊振
東次圈三局汰香港的何鈞傑／
唐鵬，準決賽兩人將遇到日本

的森園政崇／大島祐哉。
國乒在女單比賽同樣未遇敵

手，劉詩雯、朱雨玲及丁寧順
利晉級；港女隊李皓晴與帖雅
娜也齊齊闖關，次輪將分別對
陣劉詩雯與日本名將福原愛。
不過，帖雅娜／杜凱琹在女雙
比賽16強止步；李皓晴／姜
华珺晉身八強，但之後以1：
3 不敵福原愛與伊藤美誠，無
緣四強。

何鈞傑卡塔爾乒賽奪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昨日在沙田馬場
舉行的「同心同步同樂日」邀得奧運金牌得主李麗
珊及前曼聯球星朴智星出席，齊齊見證超過一千名
學生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對於同鄉金判坤（金
Sir）帶領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踢出佳績，朴智星
坦言有所聽聞，而對於韓國隊則希望在下屆世界盃
殺入八強。
超過一千名中、小學生昨日在李麗珊、朴智星及

張偉良等體壇名宿見證下完成創舉，在1小時內完

成全長3,745.38米的打氣紙圈鏈，成功刷新健力士
世界紀錄，馬會主席葉錫安更宣佈捐款逾1,800萬
予香港體育學院成立「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
劃」，以支持本地運動員未來三年發展。
港足在韓籍主帥金判坤帶領下踢出佳績掀起「韓

風」，作為韓國名宿的朴智星亦坦言早已聽聞金判
坤的事蹟：「我小時候踢球已知道金判坤是一名出
色的球員，雖然彼此間沒有接觸，不過亦知道他帶
領港足成績不俗，我很為他高興。」

球員時代無論在國家隊及歐洲球壇均享負盛名，朴
智星對韓國足球的發展亦寄予厚望：「韓國足球一直
在進步當中，我相信進入決賽周至少殺入前八名，我
們與歐洲及南美足球水平正在拉近當中。」他更點名
目前効力熱刺的孫興民有力成為韓國隊新皇牌。
而朴智星曾效力的曼聯今季成績一般，他指出李

斯特城目前佔優有力創造歷史奪得英超錦標，而熱
刺及阿仙奴雖然仍有後來居上的機會，不過形勢已
傾向李斯特城。

名宿同樂 朴智星久聞金Sir事蹟

丁俊暉負鶴健士無緣四強
在英國曼徹斯特進行的世界桌球員巡迴
錦標賽（PTC）總決賽，當地時間25日展
開8強賽。中國球手丁俊暉表現不佳，開局
階段一度0：3落後，雖然連追兩局，但最
終以2：4輸給鶴健士無緣4強，鶴健士則

職業生涯第2次打入PTC總決賽準決賽。

頂級鐵人三項賽落戶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

京報道）國際頂級的IRONMAN品
牌鐵人三項落戶中國，將先後於10
月16日及11月13日在合肥、廈門舉
行。作為世界鐵人公司的品牌賽
事，IRONMAN鐵人三項賽要求運
動員要在一天時間內完成3.8公里公
開水域游泳、180公里自行車騎行，
以及 42.195 公里的完整馬拉松跑
步。

砂板乒乓團體賽下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中國首屆砂板乒
乓團體賽將於4月15日在西安開拍。屆時，來自全國十餘城
市的砂板高手將同場競技，爭奪首屆大賽桂冠。砂板乒乓球
是傳統乒乓球的變種，因所使用的球拍底板上覆蓋一層砂紙
而得名。在前不久結束的砂板世錦賽中，中國球手最好的成
績也只是第9名。

劉虹 Liu Hong
出生地：江西安福

出生日期：1987年05月12日

身高：1.61米

體重：46公斤

運動項目：田徑女子20公里競走

威水史
2015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葡萄牙站
冠軍
2015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西班牙站
冠軍
2015世界田徑錦標賽
冠軍
2014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瑞士
冠軍
2013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瑞士
冠軍
2013世界田徑錦標賽
第三名
2012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太倉站
冠軍
2011世界田徑錦標賽
亞軍
2009世界田徑錦標賽
第三名
2008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北京站
冠軍
2006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揚州站
第三名
2006世界青年競走錦標賽
冠軍

■■國足抵西安備戰世外賽國足抵西安備戰世外賽。。 新華社新華社

■■何鈞傑在比賽中回球何鈞傑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五屆世界冠軍亞歷山五屆世界冠軍亞歷山
大任中國推廣大使大任中國推廣大使。。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朴智星朴智星（（中中））與與
小朋友踢球樂小朋友踢球樂。。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奧運冠軍李麗珊奧運冠軍李麗珊（（左左
一一））與張偉良與張偉良（（左三左三））等等
出 席出 席 「「 同 心 同 步 同 樂同 心 同 步 同 樂
日日」。」。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倫奧三甲倫奧三甲：：俄羅斯選手拉什馬諾娃俄羅斯選手拉什馬諾娃
（（中中）、）、同胞卡尼什金娜同胞卡尼什金娜（（左左））及中及中
國選手切陽什姐國選手切陽什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虹去年在北京世劉虹去年在北京世
錦賽奪冠錦賽奪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虹劉虹（（右右））倫奧恭賀隊友切倫奧恭賀隊友切
陽什姐破亞洲紀錄陽什姐破亞洲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