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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小勝烏拉圭 主帥：戰術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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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巴西累西腓16日電 在球隊漂亮地以
2:1戰勝洲際國家盃B組首個對手烏拉圭後，西班牙
主帥迪保斯基表示，本場針對烏拉圭的戰術比較奏效，
而西班牙仍有豐富的戰術組合來應對不同的對手。
此役世界冠軍西班牙憑藉上半時柏度和蘇爾達杜的兩個
入球，2:1戰勝對手，烏拉圭僅在比賽最後時刻由前鋒蘇亞
雷斯主射罰球扳回一城。
本場比賽西甲華倫西亞前鋒蘇爾達杜有些出人意料地出現
在鬥牛士的中鋒位置上，比賽中他把握住難得的出場機
會，收穫1個入球。蘇爾達杜賽後表示，小組賽首場的主力
位置是通過訓練中的不懈努力贏得的，此番能夠代表球隊
征戰大賽實現了個人的一個夢想。攻入西班牙第1個入球的

柏度認為，小組賽首場比賽即面對同組最強對手，獲勝的
結果是最重要的，這是西班牙在本屆盃賽上的關鍵一步。
至於主帥迪保斯基對球隊本場的總體表現感到很滿意，
稱尤其在上半場西班牙控制住球，控制住場面，用習慣的
傳控風格創造出不少威脅。迪保斯基表示，法比加斯在中
前場很好地連繫了攻防，其傳球精準，令對方後衛很不適
應。
面對失利，烏拉圭當家球星蘇亞雷斯賽後說，烏拉圭此
次參賽的心態比較放鬆，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周前球
隊在世界盃外圍賽中客場戰勝委內瑞拉，上升至關鍵的第5
位。蘇亞雷斯說：「這場勝利之後我們能夠輕鬆一些，不
至於讓我們參加洲際國家盃的同時心裡還想 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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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迪利(中)快腳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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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場英雄
派路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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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洲際國家盃A組賽事，儘管在2：1擊敗墨西哥
的比賽中巴洛迪利攻入絕殺一球，但意大利主帥柏
蘭迪利談到「巴神」時卻沒什麼好臉色，並怒斥巴
洛迪利脫衣染黃行為十分愚蠢。

本 一腳捅射絕殺對手，幫助球隊鎖定勝局。興奮的「巴神」再次上演招牌動作，脫
場比賽第78分鐘，當1：1的比分僵持不下時，巴洛迪利在禁區內從人群中殺出，

去球衣大秀肌肉，當然最終免不了一張黃牌。若然他在下場分組賽對日本再領黃，便需
要在最後一場對巴西時停賽。
柏蘭迪利這次忍無可忍，在賽後談到「巴神」時氣憤地說道：「巴洛迪利以後在入球
之後不能再脫衣服了，在這樣重要的比賽中作出這樣的行為是十分愚蠢的。」不過，
「巴神」賽後這樣說：「我不知道兩張黃牌停賽的球例，下次便不會這樣做(除衫)。」
「巴神」一向以瘋狂著稱，總是時不時領張黃牌。在上周意大利與捷克的世界盃外
圍賽關鍵戰役中，「巴神」在身背一張黃牌的情況下，搶球時動作過大，累計兩
張黃牌被罰下，結果也被主帥柏蘭迪利一頓臭罵。

派路妙絕罰球破僵局

足壇雜錦

非常有商業頭腦的熱刺球
星G巴利，已經註冊了以自

今次返回紐記，主要負責球
員交易，有傳主帥柏度上季
中羅致了5名法甲球員到球
隊，但依然要打護級戰，使
班主有意將這方面的權力交
予堅尼亞。

利雲度夫斯基
明夏投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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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標誌性的心形慶祝動作命
名商標。據《太陽報》披
露，G巴利已經搶註了以自
己慶祝動作和球衣號碼命名
的商標「11號之心」，每年
可獲1000萬英鎊收益。

堅尼亞返紐卡素
出任球隊總監
紐卡素正式委任前領隊堅
尼亞出任球隊總監。堅尼亞

洲 際 盃 快 報
史高拉利：
巴西最終捧盃

「藍衣軍團」今仗的亮點不只是「巴神」
，還有「定海神針」派路。本
巴西在揭幕
場是派路為國出戰的第100場大典，當意大利上半場得勢不得分時，他
戰 輕 取 日 本
在第27分鐘時率先用一記20米外的罰球直射死角打破僵局。但隨後中
3:0，大軍昨日
堅巴沙利卻犯下大錯，他在禁區內處理球時顯得十分猶豫，被墨西
在巴西利亞進行
哥隊斷球後不得不犯規送給對手12碼，查維亞靴南迪斯準確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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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備戰小組
比分扳平。下半場意大利隊攻勢繼續佔優，但除了派路的兩次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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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對墨西哥的第2 訓練。
球攻門外未能製造更多殺機，而蓄起頭髮的巴洛迪利卻顯現英雄本
場比賽。教練「大菲」史高拉利稱，若
色，他在第78分鐘時在禁區內從人群中殺出，搶在對方3名後衛之前捅
然「五星戰隊」每場比賽都保持首仗演
射入網，鎖定勝局。
出，要擊敗任何對手非沒有可能。「我
派路以一記美妙罰球，完成了他百次出場的完美演出。他賽後說：
非常喜歡球隊在戰術上的改進，雖然還不
「我一直夢想以罰球取得士哥，能夠在馬拉簡拿球場獲觀眾歡呼下，第
完美，但只要能堅持這樣的戰術理念，我
100次替國家隊比賽，真的難以置信。」派路又稱射入靚罰球後，獲
們有能力戰勝任何對手，我們也有條件闖入
巴西球迷欣賞，被稱為「派連奴」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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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巴利搶註
心形慶祝動作

在巴西「足球聖殿」馬拉簡拿
球場，全場7萬多球迷自始至終
齊聲高喊的名字卻是—派路。
開賽前，派路的國家隊百場之
戰被認為是此役的一大看點。賽
場上是不是主角，終歸要靠實力
說話，在足球王國巴西的草坪
上，派路證明了自己，幾個精彩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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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顯英雄本色：第一腳技驚四座，
皮球劃出美妙弧線直奔對方球門死角而去，墨西哥門將鞭
長莫及，此球為意大利先拔頭籌；第二腳出奇制勝，皮球
貼地滑行，巧妙騙過跳起的人牆，只可惜門前隊友蒙杜利禾
錯失轉瞬即逝的良機；第三腳差之毫釐，同第一球如出一轍
的腳法，驚出門將一身冷汗。技術、經驗、智慧—這就是藍
衣軍團定海神針的能量。
派路全場76腳傳球，成功率83%，全面盤活藍衣軍團中場。本
場最佳球員稱號獻給百場英雄，當之無愧。賽後派路表示，能
在馬拉簡拿球場踢球是他從小的夢想，此次開局順利，意大利已將
■新華社
目標鎖定在冠軍獎盃。

德國媒體爆料稱，拜仁慕
尼黑行政總裁路明尼加近日
電話聯繫了多蒙特前鋒利雲
度夫斯基的經理人，雙方約
定這名波蘭前鋒將在明年夏
天以自由身加盟拜仁。

西班牙U21

誓衛冕歐國盃
U21歐國盃將於今晚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進行決賽，西班
牙U21力圖衛冕誓取意大利(now633及635台今晚11時59分
直播)。西班牙U21今屆貴為奪標大熱，球隊亦表現極之出
色，迪基亞在今屆賽事仍未有任何失球，同時中場伊斯高
的表現依然是非常搶鏡，全隊絕對是沒有任何弱點可言，
同時能夠踢出西班牙足球的短傳入楔精髓。究竟，由前鋒
波連尼率領的意大利U21能否阻擋西
班牙U21成功衛冕，今晚將有分
曉。

伊斯高將決定前途

皇馬吸金
班拿貝開賭場
西甲皇家馬德里會長佩雷
斯想把班拿貝球場改造成建
築界的典範，球場內部還能
成為「吸金」的場所；據報
指，班拿貝球場有計劃進行
改造，並將在球場內開設賭
場，以增加球會的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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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正跟隨西班牙U21出戰
歐國盃的西甲馬拉加新星伊
斯高，一直受到西甲皇家馬
德里及英超曼城追捧，有意羅
致他。對於自己前途，伊斯高稱會在
今周有所決定。「七日之內，我會
決定自己的前途，U21歐國盃決賽
後，我會坐下來分析情況，以作
出最好的選擇。曼城抑或皇馬？
我不能說，但(前馬拉加、現曼城
主帥)柏歷連尼是一位好教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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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並最終捧盃。」史高拉利說。

尼日利亞獎金問題暫解決
尼日利亞賽前因為球員獎金
問題險釀退賽，但最終仍然成行。
門將安耶馬賽前記者會被問到「獎金
門」問題，他指現階段球員只會集中比
賽，完成整個洲際國家盃後，球員會再
與足總會面，重談細節。尼日利亞球
員原本在今屆賽事中，每場贏波獎
金為每人10,000美元(約78,000
港元)，和波則為5,000美元，
但由於尼國足總認為款項過
高，需扣一半，因而引起球員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今晚，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十強
分組賽進行最後一戰，身處A組的
韓國將在主場迎戰伊朗(now671及
672台今晚8時直播)。韓國目前有
14分排榜首，若在主場逼和13分排
次席的伊朗，都肯定可首名直接出
線決賽周；而只要第3的烏茲別克
最後一場未能贏肯定出局的卡塔爾
4球以上，和波亦令伊朗保住次名
出線。外界因此質疑韓國與伊朗會
否踢默契波？
韓國目前手持14分排在A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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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出線世界盃決賽周資格可謂指
日可待；即使今仗未能贏波，只賽和伊朗，「太極虎」亦能順利取
得首名直接出線決賽周。若果輸給伊朗，只要以11分排第3的烏茲別
克未能在肯定出局的卡塔爾身上全取3分，都能出線決賽周。
伊朗目前手持13分排在A組次席，只領先排名第3位的烏茲別克2
分，如果他們要想從小組直接出線，最好就是擊敗韓國，就能以首
位出線決賽周。若果只能賽和韓國，則要希望烏茲別克未能大數卡
塔爾4球以上，可以次名出線決賽周。當然，若果輸給韓國，烏茲別
克戰勝卡塔爾，伊朗就跌落第3，獲得踢附加賽資格，爭入世界盃。
至於烏茲別克想直接出線決賽周，必須主場大數卡塔爾，並冀望伊
朗未能戰勝韓國，就出現一絲希望(now670台今晚8時直播)。
至於B組，澳洲以10分排次席，今仗主場對篤定出局的伊拉克，贏
波肯定以小組次名身份出線世界盃(now671及672台今晚5時30分直
播)。至於以9分排第3的阿曼，要次名直接出線世界盃，今仗作客必
定要戰勝以7分排第4的約旦；若果阿曼和波則只能排第3獲附加賽資
格，輸波就連附加賽都無資格踢(now671台今晚11時59分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