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代表隊門將

現代足球注重行軍速度
經過多日的賽事，8強的隊伍亦塵埃落
定。值得留意的是8強隊伍大多都是防守
組織較緊密，以及走動較多的球隊。就
算有著名球星在陣而踢法欠整體的隊
伍，都未能在今屆賽事更進一步，可見
現今足球的行軍速度及整體配合非常重
要。
最顯而易見的是巴西一改以往森巴踢
法，採用實而不華的方式穩定地殺入8
強。在泰迪帶領下，雖然進攻倚重尼馬
一人為重心，但前線球員如加比爾捷西
斯、韋利安以及後上的荷西保連奴，走

位及入楔均令對方的後防難於防範。另
外，他們的後防亦比以往緊密，卡斯米
路、米蘭達及泰亞高施華的穩定，令到
巴西在4場比賽中只失1球。
另一球隊克羅地亞雖然在16強時的

進攻表現較令人失望，但他們於前線
以及中場的佈陣及堵截都令後防壓力
減低不少。而克羅地亞的可怕之處是
他們在中場搶得皮球後，由守轉攻時
兩位全能中場拿傑迪錫及莫迪歷的後
上，以及兩邊快翼佩利錫及列比治的
快速推進。

至於表現較為驚喜的球隊相信是英格
蘭。領隊修夫基選用大部分年輕，但是
球場紀律及執行性強的球員，陣中只有
哈利卡尼一名較具名氣的球星。雖然球
隊欠缺大賽經驗，但球員活力是今屆英
格蘭的其中一個優勢，在比賽的高強度
迫搶都令對手難以保持控球權，從而掌
握球賽的控制性。
現今足球在攻守轉換的時刻相當重

要，無論攻與守的效率都很影響球隊的
平衡，因此球隊在整體行軍速度及走動
要求極高。

葉鴻輝

今屆世盃被視為哥倫
比亞領軍人物的占士洛
迪古斯，缺席了對英格
蘭的16強賽事。但奇
怪地，賽會竟安排了不
在球隊名單上的占士坐
在傳媒席上觀戰。記者
昨日入場直擊， 占士
突然走過並坐在記者前
方，感覺實在奇妙。因
為電視直播時常要拍攝
他的現場觀賽反應，導
致記者接連「上鏡」，
有很多朋友都立刻把
「Cap圖」傳給記者，
說記者成為了「占士背
後的男人」。
然而，坐在觀眾席的
他顯然心情很差，記者
提問和拍照一律不予理
會，甚至有哥倫比亞小
球迷上前索要簽名都全
部拒絕。他全場表現非
常肉緊，時常跳起向場

上球員或球證咆吼。哥倫比亞大部分
時間落後一球，終於在臨完場補時階
段追平，這時占士洛迪古斯就像瘋了
一樣大呼大叫，含淚與身邊的球隊職
員大肆慶祝，旁若無人，記者可幸在
最接近的角度拍下了這一刻。
加時賽後，雙方須互射12碼決

勝，到英格蘭由佐敦軒達臣操刀，在
他把皮球放下開始準備助跑時，占士
突然向身邊的人大叫：「他緊張了！
不會入。」果然，軒達臣的射門被擋
出，周圍的記者不禁嘖嘖稱奇，在記
者身旁的哥倫比亞記者說：「球員就
是會知道。」只是哥倫比亞最後飲
恨，賽後占士則走落球場，安慰隊友
後落寞地坐在後備席飲泣，記者無緣
看到他心情轉好的一面，但偶然地獲
得與頂尖球星一同看世界盃的經驗，
經驗畢生難忘。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何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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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迪古斯在哥倫比亞扳平時瘋狂
慶祝。

前世界「一姐」，現年31歲的俄羅斯球手舒
拉寶娃，在溫布頓的首圈止步。缺席兩年溫布
頓，再次重返全英俱樂部的球場，「舒娃」意
外地未能再進一步，以7：6、6：
7及4：6不敵世界排名僅132位
的迪亞珍高。
過去13次在全英俱樂部首戰

均能獲勝的舒拉寶娃，雖然有
兩年未曾參與溫網，可是今次
卻意外不敵迪亞珍高。舒娃其
實今場也有不錯的表現，當中
更打出8次「Ace球」，比僅
一次的迪亞珍高多很多，然
而發球雙錯誤也達11次，成
為她落敗的原因。
賽後舒娃表示：「我在
這一場比賽中，顯然得不

到太多的機會。不過儘管我沒法打出自己最好
的表現，但我其實還是有一些分數，可以讓我
贏得這一場比賽。有時候你得將自己放在更好
的位置，如果你做不到這些，就會像今日這
樣。」這是舒拉寶娃職業生涯中，首次在溫網
的首圈出局，也是她第一次不敵27歲的迪亞
珍高。
其餘首圈比賽，男單2號種子拿度直
落3盤擊敗以色列選手塞拉輕鬆晉

級，他賽後表示：「今天陽光
明媚，天氣狀況很不錯，對
球員比較有利。」至於女單

比賽中，中國選手彭帥苦戰兩
盤不敵澳洲球手史杜素，只能接受出
局命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舒拉寶娃溫網首圈出局

卡雲尼周一經過檢查後，雖然證實肌肉未有撕裂，但仍
感到痛楚，故今仗能否披甲則仍未可料。然而，除了

卡雲尼之外，烏拉圭的另一位射手蘇亞雷斯，日前也未能完
成操練需中途離場。「哨牙蘇」日前在離開球隊的訓練基地
時，右腳顯然展露不適，但是他也出席了賽前的發佈會。他
更表示：「包括我在內的300萬烏拉圭人，都在等待艾迪
（卡雲尼）。我知道這是困難的，因為受傷不會是輕鬆，而
且需要幾日去康復。但我知道那種渴望、態度和承諾。他會
在那裡的，雖然我們不會只依賴他。」

不屑基沙文言論
另外對於基沙文自稱自己半個烏拉圭人，蘇亞雷斯就說：
「我聽說基沙文覺得自己是半個烏拉圭人，但是他是個法國
人，他不會知道烏拉圭所代表的是什麼。他不知道我們為了
在足球取得成功付出了多少。他可能有自己的習慣或是說話
得像烏拉圭人，但是我們的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麥巴比獲雲加表揚
至於在上仗梅開二度，將阿根廷掃走的麥巴比，就獲得前
阿仙奴領隊雲加的表揚：「基利安（麥巴比）將阿根廷踢
走。他在全場比賽都顯示出極具威脅，當他面對選擇的時
候，很快就做出了決定。不要忘記，基利安還只是19
歲。」他又指：「當基利安17歲在摩納哥踢球的時候，他
的(場上)數據非常驚人，這個數據在這個年紀，顯示了他是
有極高水平的潛力。這證明了他會是有能力未來統治世界的
5至6位球員。」
法國今仗有馬度迪需要停賽，故此教練迪甘斯將要在陣

容上作出調整。而兩隊過去在世界盃對賽過3次，對上一
次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盃，當時法國在首戰僅與烏拉圭打
成0：0，當時的蘇亞雷斯及高甸都有正選，而法國在該仗
戰平後，最終也無法在分組出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馬些路哥斯達傷癒恢復操練
在早前世盃16強戰淘汰墨西哥的巴

西，於日前恢復操練，而在對墨國比賽
因傷缺陣的馬些路及杜格拉斯哥斯達，
均一同出現在訓練場，相信有望於對比

利時的8強比賽復出。此外，効力曼城
的費蘭甸奴，據報將會取代停賽的卡斯
米路以正選姿態上陣。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短 訊

林丹諶龍印尼羽賽首圈出局
本屆印尼羽毛球公開賽於日前展開，

其中中國兩位男單球手林丹及諶龍同樣
於首圈出局。前者面對印度球手普蘭諾
伊以局數1：2敗陣；諶龍則以同樣局數

不敵法國的利弗德斯被淘汰。中國男單
球手中，只有石宇奇可以2：1險勝英格
蘭選手奧斯福過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艾力士落實投中甲延邊富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中甲

延邊富德宣佈，傑志的入籍港腳艾力
士轉會加盟。兩會未有公佈轉會費，
但內地消息則指達100萬元人民幣，肯

定創下香港職業球員轉會費紀錄，據
報艾力士將身披24號球衣出賽。至於
傑志方面，則會簽入中村祐人作為艾
力士的替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上
季「三冠王」傑志於昨日宣佈，過
往曾効力利物浦及祖雲達斯的中場
球員施素高已簽約加盟，並將於本
月13日的記者招待會亮相。
現年33歲的施素高為防守中場，

曾於2005至2008年為利物浦効力3
個賽季，替紅軍上陣超過80場的

他，更曾於2007年來港參加巴克萊
亞洲錦標賽。到2008年，施素高由
紅軍轉投祖雲達斯，3季上陣 100
場，之後再分別効力過巴黎聖日耳
門及費倫天拿等球隊。
球員榮譽方面，施素高出道早期曾

為華倫西亞贏得歐洲足協盃及西班牙
甲組聯賽冠軍，亦曾協助利物浦取得

英格蘭足總盃等錦
標。值得一提，施素
高於法國出生，但選
擇代表父親祖籍的馬
里作賽，曾代表馬里
國家隊出賽34次。

前利物浦中場施素高加盟傑志

■■舒拉寶娃意外於首圈出局。 路透社

■■施素高落實
加盟傑志。

傑志圖片

蘇亞雷斯

■■卡雲尼（右）相信未能趕

及鬥法國。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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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汰，，法國以及烏拉圭將會在明晚法國以及烏拉圭將會在明晚

展開的世界盃展開的世界盃88強戰碰頭強戰碰頭。。然而烏然而烏

拉圭或將缺少在拉圭或將缺少在1616強射入致勝一強射入致勝一

球的射手卡雲尼外球的射手卡雲尼外，，他的前線拍他的前線拍

檔蘇亞雷斯亦於日前操練中途檔蘇亞雷斯亦於日前操練中途

離場離場，，未知會否影響對法未知會否影響對法

國的上陣機會國的上陣機會。。

未完成操練中途離場

惹受傷驚魂
惹受傷驚魂

■■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右右））據報未能據報未能
完成日前操練完成日前操練。。 法新社法新社

効力西甲馬德里體効力西甲馬德里體
育會的法國前鋒基沙育會的法國前鋒基沙
文文，，明日將會與他的明日將會與他的
球會隊友高甸及荷西球會隊友高甸及荷西
基文尼斯對賽基文尼斯對賽，，他表他表

示自己與高甸份屬好友示自己與高甸份屬好友，，過去也得到高甸過去也得到高甸
的關照的關照，，故此今場比賽將會令他有很多的故此今場比賽將會令他有很多的
感觸感觸。。
基沙文在賽前的發佈會上表示基沙文在賽前的發佈會上表示：「：「迪亞迪亞

高高（（高甸高甸））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好朋友。。在更衣室在更衣室，，以以
至場外至場外，，我每日都與他在一起我每日都與他在一起，，這也是為這也是為
什麼他是我幼女的什麼他是我幼女的『『契爺契爺』』。。我最初簽約的我最初簽約的
時候時候，，我打過給他我打過給他，，他告訴我許多關於球他告訴我許多關於球
會的好事會的好事，，這令我最後想加盟馬體會這令我最後想加盟馬體會。。」」
基沙文又指基沙文又指，，他對烏拉圭的打法早已他對烏拉圭的打法早已

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了解：「：「他們會控制自己的時他們會控制自己的時
間間，，給予球證壓力給予球證壓力，，這就是他們的風這就是他們的風
格格，，我們在馬體會也經常這樣做的我們在馬體會也經常這樣做的。。我我
們要看看可以如何利用這些們要看看可以如何利用這些，，可以預期可以預期
今場會是很艱辛的一場比賽今場會是很艱辛的一場比賽，，我們得保我們得保
持冷靜並給予他們防線壓力持冷靜並給予他們防線壓力。」。」
基沙文對於卡雲尼的缺陣也有談論基沙文對於卡雲尼的缺陣也有談論：：

「「他是最好的射手他是最好的射手，，因為他會與球隊合因為他會與球隊合
作作，，創造很多空間予隊創造很多空間予隊
友友，，以及永不放棄以及永不放棄，，他他
僅需兩個機會就可以化僅需兩個機會就可以化
成入球成入球。。如果他因傷不如果他因傷不
能上陣能上陣，，這是很可惜這是很可惜
的的，，但是我肯定他的替但是我肯定他的替
補也會補也會有這樣的水準有這樣的水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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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沙文（右）與高甸
老友鬼鬼。 路透社

8強

熱話

■■法國教頭迪甘斯法國教頭迪甘斯（（左左））對麥巴對麥巴
比等球員作指導比等球員作指導。。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