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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野朗係最出色嘅失敗者
雖然世界盃已嚟到8強，但之前16
強嘅賽事有好多場都極富話題性，當中
賽後較多人討論嘅一定係日本被比利時
絕殺呢一場，就連我去酒樓飲茶都聽到
有好多人賽後戥日本輸咗好唔抵，我即
時感覺係踢得漂亮而輸波好，定係踢得
好差而幸運贏波好呢？當然兩者兼備就
最完美啦，但試問喺高水平嘅足球世界
裡又有幾多隊可以長期保證到這兩點
呢？西班牙就係一個好例子，曾幾何時
好多人都想學踢西班牙式足球，搓傳走

位，細膩腳法，而最重要又贏到世界冠
軍，試問又有邊個唔想學到佢哋呢？但
今屆好多人就責怪佢哋搓傳波太多，攻
不銳，守不穩，咩西班牙式足球已過
時，最主要係佢哋16強出咗局，足球
就係最現實，90分鐘決定你成功與失
敗。
講返日本隊，我都覺得佢哋對比利

時踢得非常精彩，最後輸咗係一個遺
憾，除咗球員表現出極大信心外，面對
住身形高大嘅對手，以傳球、走位配

合，最重要係每一位球員都具備共同嘅
意識，聰明嘅打法一度令比利時陷於苦
戰。其實主教練西野朗嘅戰術亦係應記
一功，面對住比利時不退縮，仲同對手
鬥攻，可以見到佢嗰份決心同膽識，對
球員們嘅信心及信任十足。作為一個教
練，每落一個決定對整個形勢及戰果都
有好大嘅變化，所以當決定咗就唔可以
後悔，最後結果係點，都要勇敢面對及
承擔，所以今次我覺得西野朗係最成功
嘅失敗者。

楊正光

溫網開打 費達拿細威齊闖首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亞運
馬術隊成軍，8名成員將出戰盛裝舞步賽、
三項賽以及場地障礙賽三個項目的比賽。
8名亞運騎手為：賴楨敏、蕭穎瑩、黎嘉

怡、何苑欣、吳蓓華、梁巧羚、蘇昱軒、
林立信。過去兩屆亞運會，香港馬術隊分
別取得場地障礙團體賽及三項賽團體賽的
銅牌。

香港亞運馬術代表隊成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參加雅
加達亞運會的香港壁球代表隊4男、4女
球員名單昨日出爐。
「歐氏姊弟」歐鎮銘
及歐詠芝領軍爭奪獎
牌。
男女個人項目方
面，上屆銅牌得主李
浩賢及歐詠芝，將聯
同歐鎮銘與陳浩鈴以
較佳的世界排名取得
參賽資格，再度衝擊

獎牌。而團體方面，上屆男團銅牌功臣
李浩賢、歐鎮銘、葉梓豐與女子代表歐

詠芝、陳浩鈴將再次
領軍出戰，而新晉男
子球手梁子軒、女子
球手何子樂與李嘉兒
則首次登上四年一度
的亞運會舞台。
第 18 屆亞洲運動

會將於今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假印尼
雅加達舉行。

香港壁球四男四女征亞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2018世錦賽─匯豐冠軍賽將於10月25至28
日在上海佘山國際高爾夫俱樂部激烈開戰。
衛冕冠軍羅斯（Justin Rose）已率先確認參

賽。與此同時，中國球手李昊桐也將作為內
地排名第一的球員，再次角逐有着「亞洲大
滿貫」稱號的匯豐冠軍賽。今年，賽事獎金
將上升至1,000萬美元。

李昊桐角逐滬匯豐冠軍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2018全國沙灘排球巡迴賽總決賽啟動儀式日
前在京舉行，宣佈今年比賽將於11月15日
在海口拉開帷幕。賽事運營方表示，為吸引

更多群眾參與，今年總決賽將融入多元跨界
元素，如音樂節、文化節、美食節、選美活
動等，打造集娛樂化、競技性和大眾體驗為
特點的沙灘狂歡節。

全國沙排總決賽11月舉行

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溫網）「八冠王」瑞士的
「費天王」費達拿及七度封后的美國「新手媽
咪」莎蓮娜威廉絲（細威），當地時間2日在攝
氏30度高溫下雙雙贏波晉級溫網第二圈。
下個月就滿37歲的費達拿，穿上新贊助商日本
品牌球衣亮相，向個人職業生涯第21個大滿貫金
盃進發。結果他在首輪比賽談笑用兵下以6：1、
6：3、6：4擒下塞爾維亞籍對手拉約維奇晉級。
據悉新服裝贊助合約長達10年，價值高達3億美
元，超過費達拿出道至今在網球比賽取得獎金總
額1.16億美元的兩倍。

而同是36歲的「新手媽咪」細威，則經過一番
激戰，以7：5、6：3淘汰荷蘭的露絲，向個人第
24個大滿貫后座又行前一步。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當日也在中央球場亮
相，她以6：0、6：3力克美國的利珍歌，挺進第
二輪。
中國「金花」張帥是唯一被列為種子的中國球
手，她面對德國對手佩特科維奇連連失誤，直落
兩盤以4：6、2：6敗北。另外，在溫網女單止步
的還有中國新星王雅繁，她以0：2輸給俄羅斯的
布林科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對波蘭尾段10分鐘的消極作賽令球隊體
育精神受到質疑，日本今場以表現作

出了最有力的回應，領先後沒有詐傷拖延時
間，亦不會以粗野犯規阻止對手，而是堅持
一貫踢法努力進攻，雖然面對比利時的速度
和力量，受身體條件所限的日本未能抵抗到
最後，不過卻讓全世界對日本足球留下最深
刻的印象。

《足球小將》掀足球熱
在40多年前，足球在日本的影響力遠遠

及不上棒球，不過兩個人的出現為日本足
球帶來轉機，高橋陽一的漫畫《足球小
將》成功在青少年間掀起了一股足球熱，
時至今日這部仍在連載中的漫畫影響猶
在，甚至在對比利時一戰時球迷拉起主角
戴志偉捧起世界盃冠軍的旗幟以激勵球
員；另外一位就是被稱為日本足球之父的
川淵三郎，他一手推動日本職業聯賽並強
調扎根地區及堅持技術流，成為日本足球
發展的重要基石，川淵三郎的計劃時至今
日仍是日本足球的中心思想，正是這種堅
持讓日本得到了與世界列強周旋的籌碼。
龐大足球人口加上健全的賽事體系令日

本足球得以人才輩出，全國大賽是所有日
本高中球隊的夢想，決賽場地國立競技場
地位堪比棒球的甲子園，大迫勇也、長谷
部誠及本田圭佑等現役國腳均是在全國大
賽嶄露頭角。另外日本足協還設有高圓宮
盃，讓職業球隊青年軍與高中球隊互相較
勁，讓青少年球員保持足夠的正式比賽量
之餘，亦令他們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進
步。此外日本還有分不同年齡層的老年聯
賽，業餘足球及五人足球亦得到大力推
廣，這種「全民足球」的氣氛成為支持日
本國家隊的重要力量。

當打球員應征高水平聯賽
成為亞洲第一後的日本沒有停下腳步，要

挑戰世界，球員必須擴闊視野，鼓勵當打球
員征戰歐洲高水平聯賽，在相對艱難的環境
下磨練技術心志；而國內聯賽更多是讓年輕
球員展現實力汲取經驗的舞台，經過近30年
的努力，日本足球已打下相當雄厚的基礎，
當然川淵三郎當年「2050年奪得世界盃」的
目標仍是遙不可及，不過憑藉對信念的堅
守，日本足球可望繼續穩步上揚。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世界盃歷史上並非沒有亞洲球隊一鳴驚人的例子，

但能夠像日本般面對世界排名第三的比利時，仍能

以攻對攻而不落下風卻是少之又少。羅馬非一天

建造而成，日本現在得以堂堂正正地與世界頂

尖水平周旋，亦是有賴於數十年來的堅持，

雖然香川真司及本田圭佑等主力四年後再

難支撐球隊，但發展成熟的「全民足球」

卻是日本新血湧現的保證，正如

93年多哈慘劇後的改革成為日

本足球穩居亞洲第一的基礎，相

信今次於俄羅斯的不甘和

淚水，均會化作「藍武

士」更上一層樓的動力。

意欲突破16強的藍武士，最終以
2：3不敵歐洲紅魔，堪稱悲壯地離開
世界盃賽場。現年32歲的陣中大將本
田圭佑也在賽後宣佈退出國家隊。
作為1986年出生的「日本黃金一

代」的代表，三屆世界盃都取得入
球。俄羅斯時間2日晚，他自認
已完成歷史使命：「這一次世
界盃，我們展示了日本足球
的進步。我希望日本的年輕
球員們，在未來的歲月裡，
能夠繼續一步步地、穩
定地展示日本足球的
進步。我相信他們會
接過這一代人的使

命，未來創造新的歷史。」
「多年來，世界盃一直是我人生的

全部，一直是我全部努力的目標。這
一次，我們為了贏得勝利，為了餘生
無悔，所有該做的我們都做了！」他
了無遺憾地笑道：「今天，日本隊全

體首發隊員在場踢得積極勇
敢，我沒有難過，我只為
我的隊伍感到驕傲。我
相信，所有的日本人也
為我們感到驕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本田圭佑退出國家隊 交棒新一代

■■八冠王費達八冠王費達
拿順利闖過首拿順利闖過首
關關。。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壁球隊曾奪亞運男團銅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本田圭佑於3屆世界
盃都有入球。 路透社

■■日本門將川島永嗣日本門將川島永嗣（（左左））成成
功擋出對手的射門功擋出對手的射門。。美聯社美聯社

■■日本隊雖無緣日本隊雖無緣88強強，，
但雖敗猶榮但雖敗猶榮。。 美聯社美聯社

日本隊昨晨在領先的
情況下以2：3不敵比
利時，比利時球迷飽吃
「驚風散」。日本隊臨
完場遭對手絕殺，球員
和球迷都哭成淚人。隨
着日本隊出局，今屆世
界盃的亞洲球隊已經全
部「畢業」。日本今屆
踢出頗令人驚喜的表
現，除了一貫亮麗的地
面組織，球員開始增加
了長傳和兩側傳中球的
進攻，所以攻守轉換頻
率不輸歐洲勁旅，昨晨
對陣比利時可見一
斑。
不過日本的戰術令記
者有點不解，領先兩球
的日本仍然選擇爭奪中
場，把防線壓前，並繼
續以兩閘上前側擊，加
快球賽節奏，此舉反映
主教練西野朗和日本球
員，在臨場應變方面仍
須加強，無論如何，日
本的體力一定不及比利
時，如果繼續進攻給予
對手反擊的機會，對自
己不利，選擇繼續壓迫
是不明智的決定。最終
日本很快就被比利時追
平，並跌入不知應該進
攻還是防守的困境，導
致最後一刻失球落敗。
日本今屆小組賽第
三輪，因為知道同組
塞內加爾落後，而與
波 蘭 大 踢 「 默 契
波」。記者不討論此

舉的正確性，但以當時情勢評
估，當時如果塞內加爾尾段入球
追平，日本就會自動出局；相反
如果日本追平波蘭1：1，出線形
勢就相當穩固，當下日本仍有進
攻的必要。這都反映日本在國際
舞台，戰術調動和應變能力仍然
未見成熟。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何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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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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