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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誕生 僅英格蘭踢法陣容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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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接近一個月的比賽，世界盃進
入最後階段，4強球隊全部來自歐洲，
分別是法國、比利時、英格蘭及克羅
地亞。各隊完成五場比賽後，無論在
體能還是心理上都會有一定的消耗。
法國及比利時分別在較難行的上線
中脫穎而出，在8強分別淘汰烏拉圭及
巴西。法國的三線平均，球員質素亦
不用懷疑，當中麥巴比的冒起令到法
國的前線進攻點更多，而且反擊更見
效率。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球員是中
場的簡迪，這名防中個子不高，但在
中場搶截的頻率極佳，令法國後防壓

力大減，是法國晉級的無名英雄。而
對手比利時在8強比賽中的形勢並不理
想，巴西在比賽中製造了不少埋門機
會，若不是門將高圖爾斯發揮水準，
最後晉級的未必是比利時。這場比賽
中，比利時作出一個調整，將迪布尼
由防中的位置改為進攻中場，大大釋
放了他的功用，令他發揮出應有的表
現。
而另一場4強比賽由英格蘭迎戰克羅

地亞，當中克羅地亞更需要連續兩場踢
至加時及互射12碼階段才晉級。賽前寄
望不大的英格蘭能晉身至4強相信令不

少人大跌眼鏡，除了球隊的籤運較好而
未嘗與實力較強的球隊對碰外，他們能
把握死球機會亦是他們晉級的主要原
因。而對手克羅地亞在晉級淘汰賽後的
表現有些微下跌，摩迪及拉傑迪的位置
墮得較後，令由守轉攻的速度下降，影
響他們反擊的效率。兩場淘汰賽都只能
悶和對手，令他們需要透過12碼的方法
晉級，從而虛耗更多的體力。
四隊球隊當中，只有英格蘭保持固

有的踢法及陣容，其餘三隊都因應不
同原因而對陣容作出輕微的調整，且
看哪兩隊能晉身至決賽。

在巴西出局、尼馬仍未「滾回
家」之前，他在個人社交網

Instagram留言表達了自己的失望：
「可以說，這是我職業生涯最傷感
的時刻。這最痛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是可以得到它（世界盃）。我

們都知道我們是可以去得更
遠，可以創造歷史，但
這次不是屬於我們的
時刻。」他傷感地
寫道：「現在很難
找到重返球場的
力量，但我相
信神會給我力
量去面對一
切，所以
我不會停

止感謝神。儘管落敗，我仍相信神
會為我指出更好的路。」
然而，還是有人在這時向尼馬落

井下石，尤其是在16強遭巴西淘汰
的墨西哥。在巴西擊敗墨西哥後，
尼馬曾反擊墨西哥對他的指責：
「我想他們說得太多了，所以他們
現在要回家了。」故此，墨西哥的
中場古亞達度表示：「現在誰要回
家了？」

李華度：為2022做準備
雖然尼馬心情未能平復，但是巴

西人就已經復甦，其中「3R」之一
的李華度，就指巴西應該要為4年
後開始準備：「世界盃就是如此，
尤其是入到8強，這才是比賽的真

正開始。世界盃不同於美洲盃、外
圍賽或是友誼賽，這是沒有空間給
你犯錯。這是足球的一部分，只有
一隊可以奪標，而今次不是巴西。
我很清楚球員和巴西人的感覺，這
是傷感的時刻，不過生活還是要繼
續，我們是會跨過去，而我們回來
的時候會變得更強。現在是時候抬
起頭，為2022年卡塔爾做準備。」
至於巴西史上最偉大的球員比利

也說：「不是所有的旅程都能實現
我們所想。但每一個旅程都給予我
們經驗，儘管向前看吧，巴西！」
另一位巴西名宿朗拿度就期望領

隊泰迪可以繼續留任，帶領巴西繼
續向前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尼馬傷感留言：無力重返球場

名宿寄望
巴西四年後復興復興

香港殘奧日昨舉行開幕禮
香港殘奧會昨晨在沙田體院舉行香港殘

奧日2018開幕典禮，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國際殘疾人奧委會行政
總裁澤維爾岡薩雷斯主禮。而在日前，港
殘奧在亞洲殘疾人奧委會會長馬吉德拉希
德見證下，與韓國殘疾人奧委會會長李明
浩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同意在未來四年
攜手推動殘 疾人運動發展。而港隊更將於
8 月派出射箭、草地滾球和射擊運動員前往
仁 川，與韓國代表隊運動員集訓備戰亞殘
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天津國際女網巡迴賽開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

道）「天津健康產業園區」ITF國際女子
網球巡迴賽天津站在團泊國際網球中心開
幕。來自10個國家和地區的70餘名球員報

名參賽，其中54名為中國本土選手，她們
包括彭帥、王薔、王雅繁、段瑩瑩等。今
年的天津站賽事總獎金為2.5萬美元，冠軍
積分50分。

兩港將奪動感亞洲總冠軍
BWET動感亞洲獨木舟及越野跑系列賽

日前圓滿落幕，尾站的大潭灣賽事最終由
本地越野少將吳瑋曦和熊浩鋒（見圖）以1
小時36分16秒勇奪成人組冠軍，同時為
MSIG動感亞洲越野精英特訓計劃勝出者的

吳瑋曦亦將於9月代表
香港遠赴蘇格蘭參
加 世 界 Skyrun-
ning 冠軍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潘
志南）前香
港足球先生
盧均宜昨公
佈新賽季加盟
R&F 富力，他
期望為新東家贏取
港超聯冠軍。
「均宜」昨午一家四口出席健身中心
尖沙咀分店開幕活動時承認新球季將轉
投富力，坦言球隊將於本月 16日開
操，根據未來兩年合約，他須內地與香
港兩邊走。不過，他表示最不捨是大女
兒沚妮，幸獲太太支持，「這也算是
圓了兩年前北漂的夢想，可以拓寬眼
光」。
雖然盧均宜不肯透露何謂「理想」
的轉會費和薪酬，但他認為33歲仍可
以在富力找到足球的第二個春天，
除可盡力為球隊贏取錦標，更
獲得展現個人能力的平台，
有機會得到中甲、中超球
會的垂青，繼續北漂
創出事業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上海交通大學2018
年本科生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

式昨在滬舉行，此次，姚明作為學生
代表「高調」亮相，成為全場最高畢業
生。他先幽默開場，「開涮」世界盃笑
稱「足球哪有籃球好看」，此後，更金句
頻出，用球場名言寄語廣大學子「未來是你
們的」。
2011年，姚明於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

理學院開啟了他的求學歷程，當時而立之年的
他，用7年時間讀完大學本科，在追逐籃球夢
的同時，堅持學業。
但或許感受到工作與學業交織的壓力，姚明

坦言，「不止一次想過放棄」，尤其「高數
課」，更一度成為這位籃球大將的「攔路
虎」。
對於即將面對社會的同學們，姚明亦送上了

鼓勵與祝福，面對憧憬着的美
好未來，姚明表示，希望
畢業生們「在未來某個
合適的階段，試着把
自己的未來與社會的
結合起來。」因為
只有這樣才會給自
己更大的空間去探

索。

32 歲中
華台北網壇「一姐」謝淑薇英國時

間7日在溫布頓網球公開賽力拚之下，以2：1
的盤數擊敗羅馬尼亞世界球后夏莉普，職業生涯首次晉

級溫網女單16強。而男單二號種子拿度則輕取對手晉級。
26歲的夏莉普一開始壓制謝淑薇，以6：3拿下第一盤，謝淑薇在
第二盤急起直追，以6：4勝夏莉普，隨後兩人在第3盤互不相讓，
謝淑薇展現驚人鬥志，躲過一個賽點後，一連拿下5局。兩人鏖戰2
小時20分鐘，最終謝淑薇以7：5拿下致勝盤，生涯首度闖進溫網

第4輪。
謝淑薇賽後在媒體中心受訪時表示，贏得勝利就像在做

夢。她曾和夏莉普打過雙打，早就知道夏莉普意志力很
強、很會跑，但是在草地上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對於種子選手紛紛落敗，現在似乎是非種子選手的
機會。謝淑薇則說，其實選手們都沒有想太多，以她
自己來說，她只想享受網球、享受倫敦，享受美
食，也很高興能打入溫網第4輪。

溫網今年中了種子魔咒，女單前10種子有9
人已經被淘汰，僅剩第7種子捷克選手比莉絲
高娃。謝淑薇下一役將在女單16強迎戰斯洛
伐克女將施寶高娃。
另外，曾兩次贏得溫網冠軍的拿度、

三屆溫網冠軍祖高域也齊齊擊敗對手，
晉級溫網16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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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4 年 前

主場慘敗之後，巴

西在俄羅斯世界盃8強又

再出局，這個足球王國其實已

經16年沒在世界盃取得好成績，

賽後當家球星尼馬固然表達他的失望，

不過巴西的一眾名宿就盼望這個足球王

國可以藉未來的4年時間復興。

短 訊

■■丹尼路雷斯拄柺杖離開下丹尼路雷斯拄柺杖離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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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馬在尼馬在InstagramInstagram留言留言：「：「現現
在很難找到重返球場的力量在很難找到重返球場的力量」。」。

■■謝淑薇對勝利表現得謝淑薇對勝利表現得
難以置信難以置信。。 美聯社美聯社

■■姚明（右）在
畢業典禮上寄語
學子「未來是你
們的」。 中新社

■■尼馬啟程離開傷心地尼馬啟程離開傷心地
俄羅斯俄羅斯。。 美聯社美聯社

■盧均宜（右）昨
與女兒一起出席開
幕活動。香港文匯
報記者潘志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