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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Bull Air Race World Champion-
ship 第 4 站賽事日前在匈牙利布達佩
斯落幕。去年首次參賽便贏得俄羅
斯喀山賽站挑戰組冠軍的香港機師
蔣霆，由於起飛速度過高及超過 G
force 上限而被罰 3 秒，最後僅得第 6

名 。 挑 戰 組 的機師在 Red Bull Air
Race World Championship 中，需最少
要參加 3站賽事，並計算最佳的 3站
成績，成績最好的 6 位機師將躋身
11月的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伍家朗打入大馬羽賽16強

香港機師首戰列第六

香港羽毛球「一哥」伍家朗，在昨午進行的
馬來西亞羽毛球公開賽男單次日賽事中，輕
鬆以21：17、21：13 挫日本球手常山幹
太，闖入16強。不過隊友
黃永棋（見圖）則在前天的
比賽遭國家羽隊（國羽）大
滿貫球手林丹淘汰，兩局
比分為17：21、8：21。
另外，港將張雁宜也在女

單首圈以2：0輕取蘇格蘭的吉爾莫晉級。
而國羽主力諶龍，前日則意外在首圈出局，
這位里約奧運男單金牌得主面對只有19歲

的泰國華人球手王查榮，
首局苦戰以 21：23 惜
負，但第二局只得5分，
最終以5：21不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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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俄羅斯對烏拉圭
的A組第三輪小組賽
事，大批球迷欲前往莫
斯科球迷區觀賽，結果
造成混亂，25,000人逼
爆球迷區，更有數以千
計球迷未能進入會場，
要臨時改變行程。俄羅
斯旅遊及體育局日前呼
籲，希望球迷除了去球
迷區外，也可嘗試到本
地的酒吧觀看球賽，避
免人潮，而且不用日曬
雨淋，於是記者昨晨前
往馬爾魯斯卡街上的酒
吧觀看阿根廷對尼日利
亞的生死戰。
俄羅斯酒吧價格分別
可以很大，記者留意到
有一些酒吧一杯雞尾酒
可以售賣2,500盧布（約
310 港元），非常昂
貴，最後記者與友人到
了一家比較便宜的漢堡
包酒吧，點了一個漢堡
包，一杯手工啤酒，僅
花費530盧布（約65港
元），價錢合理得多。
莫斯科酒吧慣於招待
外國人，基本上必備英

語餐單，而店員也會略懂英文，所
以點餐沒有難度，而記者光顧的酒
吧設有大型投影熒幕直播球賽，顧
客可以自助到吧台購買食物和飲品
再坐下觀賽，就算沒有消費也不見
有人驅趕，氣氛良好。
記者是冰島球迷，看着阿根廷完

成「絕地反擊」成功出線，而冰島
在最後失守不敵克羅地亞，心中不
是味兒，不過現場有一名阿根廷球
迷在愛隊贏波後瘋狂慶祝，有如馬
拉當拿在現場觀眾席大叫一樣激
烈，看着也讓我感到快樂。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何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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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前已篤定出線的克羅地亞，儘管
正選陣容換了9個人，但落場球員並無
放軟手腳，相反更憑巴迪積53分鐘先
開紀錄，以及比列錫完場前射入靚
波，以2：1絕殺冰島，成為繼A組烏
拉圭後，另一支3戰全勝晉身16強的
隊伍。克羅地亞16強戰將對丹麥。
阿根廷今次能夠戲劇性出線，除了

憑自己努力打敗尼日利亞之外，也多
得克羅地亞的「正氣」演出。假若克
軍以大比分不敵冰島，阿根廷就算贏

波，也會因得失球差不及冰島而被
擯。因此，克羅地亞奏捷的同時，也
順手將瀕臨出局邊緣的阿根廷拯救回
來。
周二較早前進行的C組煞科戰，只

要賽和便攜手出線的法國與丹麥，全
場不思進取大放悶氣，結果真的踢成
0：0，相比之下，克羅地亞便儼如「正
義使者」一樣。事實上，克羅地亞與
冰島近年已是歐洲賽場的「冤家」。
今次世界盃外圍賽歐洲區I組，冰島便

逼到克羅地亞要踢到最後一輪，才驚
險地戰勝烏克蘭，從而得到次名踢附
加賽的資格。這次仇人見面，拒絕放
水也可以理解。
冰島神奇之旅告一段落，但今屆表

現令人印象深刻，今仗落後之下仍努
力作戰，76分鐘更由基菲爾施古臣射
入12碼一度追平，戰至完場前才失
守，最終以3戰積1分小組包尾出局，
以世盃「新丁」來說已有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克羅地亞拒放水 挫冰島全勝出線

■■比列錫（中）完場前建功，助克羅地亞絕殺
冰島。 美聯社

在足球漫長的歷史中，比
利、馬拉當拿、朗拿度以

至朗拿甸奴均曾以統治級的表現
加冕為球王，不過近十年的世界
球壇卻是由兩名天才分庭抗禮，
美斯、C朗拿度各得5次國際足
協金球獎、4次歐洲金靴獎以及
4次歐聯冠軍，無論數據以至榮
譽都難分軒輊，他們之間誰是球
王的爭論在這10年間從未停止，
而今年可能是美斯、C朗拿度在世
界盃這最高舞台正面對決的最後機會。

阿葡同處「死亡半區」
阿根廷與葡萄牙今屆世界盃陣容均各有缺憾，前

者擁有豪華鋒線卻無與之相配的中後場，首戰被冰島
逼和後球隊士氣受挫，對克羅地亞的敗仗更堪稱近年最
差，猶幸阿根廷在最後一戰終於重新振作，美斯先開紀
錄的入球、半場激勵士氣的講話以及完場前不惜體力
的防守，都顯示出球隊領袖的風範，不過阿根廷整體
狀態仍未算好，16強面對法國勢處下風，要再進一
步唯有指望得來不易的士氣。
葡萄牙對C朗拿度的依賴不亞於美斯於阿根廷，

小組賽的成績亦隨着C朗拿度的表現高開低走，C朗
拿度首兩場射入4球風頭一時無兩，但小組賽最後一戰
對伊朗卻險些反勝為敗，失去首名的葡萄牙被列入「死
亡半區」，令萬眾期待的球王對決有望上演。
美斯、C朗拿度4年後已分別是34歲及37歲，今屆世

界盃極可能是他們的最後探戈，論實力法國及烏拉圭
比起阿葡有過之而無不及，美斯、C朗拿度要在8
強相遇並不容易，不過作為當今球壇的兩大代
表，在世界盃舞台上看到他們之間的巔峰對
決，將是這一代球迷的一大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美斯美斯（（右右）、）、CC朗朗
將在世界盃將在世界盃88強上演強上演
瑜亮之爭瑜亮之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阿根廷以2：1絕殺尼日利亞驚險晉級。美

斯打開紀錄的入球固然盡顯世界級射手的風

采，但完場前放下身段奮力防守才真正令人

動容，「散步球王」以身作則燃起全隊鬥

志，總算助狀態一般的阿根廷捍衛了作為

傳統勁旅的尊嚴，另一邊廂，C朗拿度

有完美起步，但小組最後一戰的12碼

宴客及肘擊動作卻險將球隊的努力付

諸流水，沒有了在球會的群星拱照，

美斯、C朗今屆世界盃注定不會順

風順水，出線後同處「死亡半

區」，球迷們均盼望命運安排

讓兩大球王首次在世界盃的正

面交鋒能於8強上演。

■■美斯美斯（（上上））與盧祖慶與盧祖慶
祝入球祝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盧祖：美斯中場訓話給我信心

■■盧祖（左）為阿根廷射入奠勝的一球。 法新社

當阿根廷被尼日利亞追成1：1平
手、陷於苦戰時，默默無聞的後衛盧
祖挺身而出，這名曼聯後衛插入禁
區，接到隊友加比爾馬卡度的傳中後
右腳凌空推射破門，助阿根廷以2：
１絕殺對手，打入16強。

這是盧祖為國家隊射入的第
三個入球，四年前的世界
盃，就憑美斯和盧祖的入

球幫助阿根廷力克尼日利亞
以三戰全勝的成績昂首晉級

淘汰賽，四年後的俄羅斯，還是美斯
與盧祖的入球協助阿根廷再次擊敗這
支「非洲雄鷹」。
賽後，盧祖透露中場休息結束時，

美斯攔住大家進行了簡短的團隊講
話。「在中場休息的時候，美斯表
示，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進球。」盧
祖說：「美斯的話，對我們的幫助非
常大，給了我很大的信心。美斯是我
們的隊長，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隊
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排反勝荷蘭 世聯賽開門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中
國女排昨晚在南京主場揭幕的「2018
年世界女子排球國家聯賽」總決賽，
先失首局下以3：1反勝宿敵、歐洲
冠軍荷蘭隊，旗開得勝。今日中國女
排無賽事，同組的巴西隊今晚7時15
分對陣荷蘭（有線602及662台直
播）。
中國女排昨晚在A組首場比賽迎戰

身材高大的荷蘭，在領先的情況下被
荷蘭隊追成16平手，後者乘勢頻頻
攻破中國長城，反勝25：20。
落後一局的中國女排漸漸穩定下

來，雖然因王媛媛傷退令陣中只得李
盈瑩一名副攻手，但有朱婷、袁心
玥、丁霞及楊芳旭等富經驗的師姊穩
定局面，以25：21扳回一局。
第三局朱婷再次拯救了中國女排，

在17平手時，她起手得分，將比分
拉開至22：18。荷蘭布芝斯快攻追
近至21：22。但朱婷在關鍵時刻再
當舵手，隊友穩定的傳送，讓朱婷重
扣連連得分，中國女排以25：22，
局數反超成2：1。
第四局中國隊在13、14、17平手

下，劉曉彤發球屢次破壞荷蘭一傳，
導致得分手布芝斯不能輕鬆扣殺搶
分。最終中國隊以25：19再下一
城，以總局數3：1勝荷蘭。
至於揭幕戰B組的美國對土耳其，

美國隊在局數0：2落後下，以3：2
反勝。
晉級世界女子排球國家聯賽總決賽

的6支球隊分成兩組進行分組賽，每
組的前兩名出線4強，然後經過交叉
作賽決定冠軍誰屬。 ■■劉曉彤（中）攻破荷蘭隊的五指關。 FIVB圖片

美斯美斯 朗朗CC 有望
八強對決

以身作則燃鬥志 率阿根廷走出困境

■■不少球迷在酒吧不少球迷在酒吧
觀看世界盃直播觀看世界盃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