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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明天正式開幕，
然而比利時仍於本港時間
昨日凌晨與哥斯達黎加進

俄羅斯
世界盃

行友賽，希望透過實戰磨
起狀態。然而比國雖於這
場友賽以 4：1 大勝，但

練馬天尼斯賽後立即大派定心丸，
揚言「夏神」沒有大礙，但已足夠
讓一眾「歐洲紅魔」的球迷感到擔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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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賽哥斯達黎加傷出

夏薩特 惹受傷驚魂
派出夏薩特、盧卡古及梅頓斯聯
手攻堅的比利時，是役面對以

皇家馬德里門神基羅拿華斯為首的哥
斯達黎加，雖於上半場一度被對手中
場拜仁雷斯取得入球而落後，惟技高
一籌的他們之後有梅頓斯、巴舒亞依
各建一功，加上盧卡古個人梅開二
度，得以4：1反勝對手。

馬天尼斯：只是腳部麻痹
然而，比利時今場之勝卻付出了一
點代價，事緣効力車路士的球星夏薩

特，在戰至約 70 分鐘時因傷被調離
場，從其臉上的痛苦表情看，難免令
球迷擔心是否受到了重創，甚至要缺
席下周一對巴拿馬的首場世盃分組
賽。幸而，比利時教練馬天尼斯於賽
後就立即大派定心丸，表示夏薩特傷
情不算太嚴重：「夏薩特沒有什麼大
問題，只是感到腳部有點麻痹，沒有
事情需要擔心。」至於今場「起孖」
的盧卡古賽後亦證實，夏薩特提早離
場只是防患於未然，認為球迷不用太
過擔心。

韓國閉門戰負塞內加爾
除了比利時，韓國亦於日前進行了
友賽。據外國媒體報道，韓國以閉門
作賽方式，與非洲代表塞內加爾「拍
跳」，只是在孫興民等壓陣下，「太
極虎」依然以兩球淨負而回，在近 6
場比賽輸掉 4 場；相反地，塞內加爾
則成功終止 4 場不勝，為對波蘭的首
場世盃分組賽壯行色。至於落敗的韓
國，首輪分組賽會面對瑞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大文集團記者抵俄 偶遇墨西哥隊

途中卻有主力夏薩特傷出，雖說教

■特派記者何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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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於即將開幕，大文集團取得
本港唯一世界盃文字記者證，特派記
者何嘉軒前晚抵達俄羅斯謝列梅捷沃
機場，當時更偶遇同時到埗的墨西哥
國家隊，在一睹球星風采的同時亦與
在場接機的墨西哥球迷交流。
記者抵達俄羅斯便先辦記者證，當
地人民及義工都很友善，英文也很
好，跟香港人想像中的「戰鬥民族」
感覺大相逕庭，樂於助人得令記者喜
出望外，但辦證的地點不能拍攝，故
無法拍點溫柔的義工給大家看。熱情
的義工令記者差點忘記俄羅斯極寒冷
的天氣，但很快又被「橫風橫雨」的
鬼天氣喚回現實，既下雨又大風的天
氣相當難熬，記者更因雨水弄濕雙手
而把手機熒光幕跌爆，自拍功能亦因
此毀掉，令人相當頭痛，目前能做的
就只有飲杯熱咖啡暖肚。
記者前晚在謝列梅捷沃機場落機
時，於機場巧遇墨西哥國家隊同樣到
達莫斯科，在場遇到多名墨西哥國
腳，包括現効力美職球隊洛杉磯銀河
的 28 歲 球 星 莊 拿 芬 杜 斯 山 度 士 、
「墨西哥 Sam 哥」國門奧祖亞等名
將，一眾來自墨西哥的球迷也在傳媒
發放消息得知墨西哥國家隊抵達而在
機場等候他們的英雄到埗。他們今天
便會有公開操練，記者希望有幸一睹
他們操練的情況。其中一名專程來接
機的墨西哥球迷向記者表示，他會觀
賞墨西哥對德國的賽事，他認為後者
近況平平，墨西哥有力逼和對方，甚
至可以首名晉級淘汰賽。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何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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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世盃擴軍計劃希望漸微

■恩芬天奴認為
卡塔爾世界盃增
添隊數機會較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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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2022 年卡塔爾世界盃是否擴軍
至48支隊伍的討論，據報已不在國際足
協將於今日召開的年度會議議程上。國
際足協表示，關於增加16支隊伍到卡塔
爾世界盃的可行性研究的請求已被南美
洲足聯撤回。
國際足協已確定將於 2026 年世界盃
擴軍至 48 支球隊，但今年 4 月，南美

洲足協正式要求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
奴提早一屆實行，不過恩芬天奴現在
對這一要求的熱情已經大幅下降，認
為現階段討論任何細節都是不成熟
的。
恩芬天奴說，國際足協將會與東道主
討論過後再說，因現在一屆32支球隊參
與的世界盃即將開幕。不過，恩芬天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電子競
技已成新興體育項目一股不可忽視的力
量，今年雅加達亞運會更會首次將電子競
技納入示範項目，並有望於2022年杭州
亞運成為正式項目。而於香港舉行的亞運
會東亞區預選賽已經展開，劉掌珠表示為
協助香港派隊出戰杭州亞運，如有需要會
加快香港電競總會成為港協會員的過程。
電子競技將是雅加達亞運會的示範項
目之一，當中包括英雄聯盟、傳說對
決、星海爭霸 II、PES2018、爐石戰爭
以及皇室戰爭 6 個項目，27 個國家合共
超過 300 名選手將會爭奪每個項目 8 個
亞運參賽席位，而香港則會舉辦東亞區
資格賽，其中英雄聯盟項目已經在 6 月
8 日展開，所有結果會於 6 月 20 日宣
佈。亞洲電子體育聯合會主席霍啟剛表
示電競加入亞運是雙贏局面，希望未來
可將電競推至更高舞台。

■亞洲電子體育聯合會主席霍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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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來可將電競推至更高舞台。 郭正謙 攝
希望未來可將電競推至更高舞台。
如果電競被納入杭州亞運正式項目，
港隊需要通過港協報名參賽，港協暨奧
委會副會長劉掌珠表示會積極協助香港

電競發展，如有需要會協助香港電競總
會盡快加入港協，為出戰杭州亞運作最
好的準備。

全國沙排巡迴賽寧夏開戰

港協或加快電競總會入會過程

同時表明他的同事們會繼續與卡塔爾討
論潛在的擴軍可能。目前卡塔爾修建了
8 座體育場，但一屆 48 支隊伍的世界盃
大約需要 12 至 14 座場館，這可能需要
卡塔爾與鄰國共同舉辦。恩芬天奴說，
一旦外圍賽開始，晉級決賽周球隊的數
量將不會改變。2022 年世界盃外圍賽可
能在2019年初開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2018 年全國沙灘排
球巡迴賽（吳忠站）將於 6 月 21
日在寧夏吳忠市開賽，屆時來自
上海、福建、八一、浙江、新疆
等全國 60 多支代表隊將在為期
四天的比賽中展開激烈角逐。
全國沙灘排球巡迴賽是目前國
內參賽選手最多、水平最高的沙
排賽事。此次由國家體育總局排
球運動管理中心、寧夏體育局、
吳忠市政府共同主辦的 2018 年
全國沙灘排球巡迴賽（吳忠站）
比賽，是全國巡迴賽 13 站賽事
的第 5 站。剛參加完南通、南京
站大滿貫賽的全國排名前 16 名
選手將如數轉戰寧夏。本次比賽
還有 2006 年多哈亞運會冠軍得
主、2007 年瑞士格斯塔德大滿
貫第 5 名獲得者周順，2013 中國
廈門大滿貫第 9 名、2014 年卡塔
爾多哈公開賽第 9 名獲得者楊聰
等沙排名將參賽。

短訊
馬龍樊振東缺席韓國乒賽
本年度韓國乒乓球公開賽將於7月17日至
22 日在韓國大田舉行。據消息透露，兩名
男單名將馬龍及樊振東將不會參戰，惟其餘
名將如許昕、張繼科及林高遠，以及女單的
丁寧、劉詩雯及朱雨玲均有報名參賽。至於
日本隊則暫時未有報名此站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曼聯季前賽將與拜仁交鋒
英超球隊曼聯於日前宣佈，將於8月5日在
德國慕尼黑對陣德甲冠軍拜仁慕尼黑，為新
的賽季進行最後的熱身。 據透露，曼聯今年
夏天將一共參加6場季前賽，其中5場在美國
進行。對手分別為阿美利加、聖荷西地震、
AC米蘭、利物浦以及皇家馬德里。 ■新華社

拿度未決定是否征戰溫網
剛贏得個人第 11 次法網冠軍的
西班牙名將拿度，日前表示暫時
未決定是否出戰溫布頓網球賽。
拿度日前應邀現身巴黎的龐畢
度藝術中心，並在星光大道上留
下掌印，再交由市長希達高存放
在藝術中心之內。值得一提的
是，拿度的掌印共有 11 隻手指，

寓意這位西班牙球星取得 11 次法
網冠軍。
至於拿度在接受訪問時就表
示，暫時未決定是否出戰之後的
溫布頓網球賽：「我早前復出後
參加了很多比賽，無論精神及體
力都有很大消耗，所以要經過身
體檢查及稍作休息之後，才能決

定是否征戰之後的草地賽賽季，
例如皇后會盃及最重要的溫網比
賽。」另一方面，避開了泥地賽
季的「瑞士天王」費達拿，日前
接受訪問時則透露自己已得到充
分休息，十分期待於草地賽季復
出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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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由 DEF
Promotions 主辦的「Road To Glory II」
將於 7 月 14 日假修頓室內場館舉行，由
晚上 6 時起將會進行 11 場賽事，鈴木菜
奈子對黃嘉欣以及潘啟情對加塚亮兩場主
賽將安排於第 10 及第 11 場進行，門票現
正於快達票開始發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