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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壇雜錦朗尼：擊敗德國最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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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兩隊首回合生死戰裡兩隊首回合生死戰裡，，CC朗攻朗攻
入關鍵球幫助葡萄牙佔得先入關鍵球幫助葡萄牙佔得先

機機。。面對如此面對如此 「「弗爆弗爆」」 的的CC朗朗，，瑞典瑞典
人是否能阻擋他人是否能阻擋他？？CC朗賽前就表示朗賽前就表示：：
「「首回合首回合11：：00是一個不錯的結果是一個不錯的結果，，我我

們都知道與瑞典會有另一場對決們都知道與瑞典會有另一場對決，，那那
一戰會像首回合一樣一戰會像首回合一樣，，雙方都有機雙方都有機
會會。。葡萄牙或許有小小的優勢葡萄牙或許有小小的優勢，，讓我讓我
們有這點優勢足夠了們有這點優勢足夠了。。總之總之，，我們將我們將
面對一場困難的比賽面對一場困難的比賽，，但我們做好了但我們做好了
準備準備。。」」

瑞典有辦法對付葡萄牙瑞典有辦法對付葡萄牙
CC朗不只肩負助葡軍晉身世界盃決朗不只肩負助葡軍晉身世界盃決

賽周的重任賽周的重任，，還要對國家的還要對國家的GDPGDP負負
責任責任。。據葡萄牙的市場管理研究指據葡萄牙的市場管理研究指
出出，，葡軍若能打入決賽周葡軍若能打入決賽周，，將為全國將為全國
經濟帶來經濟帶來44..3838億歐元億歐元（（約約4545億港元億港元））
的效益的效益，，捧盃而回的話捧盃而回的話，，帶來的經濟帶來的經濟
增長能高達增長能高達66億歐元億歐元。。不過不過，，如果葡如果葡
萄牙無緣決賽周萄牙無緣決賽周，，帶來的經濟損失亦帶來的經濟損失亦
達達22..44億歐元億歐元。。

瑞典在首回合作客以瑞典在首回合作客以
00：：11不敵葡萄牙不敵葡萄牙，，不過不過3232

歲的瑞典球星伊巴對進軍世界歲的瑞典球星伊巴對進軍世界
盃仍然充滿信心盃仍然充滿信心，，認為球隊已經認為球隊已經
找到方找到方法對付葡萄牙法對付葡萄牙，，將會是次將會是次
回合的一大優勢回合的一大優勢。。假如瑞典未能出假如瑞典未能出
線的話線的話，，伊巴很有可能無緣再踏上伊巴很有可能無緣再踏上
世界盃舞台世界盃舞台。。伊巴賽前表示伊巴賽前表示：： 「「我我
們將在主場作戰們將在主場作戰，，我們已經找到了我們已經找到了
對付他們的辦法對付他們的辦法，，這會是我們的優這會是我們的優
勢勢。。這將是最後的決戰這將是最後的決戰。。我會對球迷我會對球迷
說什麼說什麼？？站在我們身後支持我們站在我們身後支持我們，，我我
們會做到的們會做到的！！」」

伊巴在首回合表現平庸伊巴在首回合表現平庸，，但是但是
他今仗依然是球隊的進攻核他今仗依然是球隊的進攻核
心心，，而且如果伊巴今仗能夠而且如果伊巴今仗能夠
找到狀態找到狀態，，相信他將給葡萄相信他將給葡萄
牙後防線造成很大的殺傷牙後防線造成很大的殺傷
力力。。另外另外，，瑞典近期主場瑞典近期主場
攻擊力相當強勁攻擊力相當強勁，，他們近他們近33仗各項賽仗各項賽
事主場總共攻入事主場總共攻入99球球，，而防守演出硬而防守演出硬
朗的德國也被瑞典攻入朗的德國也被瑞典攻入33球球，，瑞典絕瑞典絕
對有力翻盤對有力翻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梁啟剛

除了C朗、伊巴之中的一位將與世
盃無緣外，今屆金球獎熱門的列貝利，亦

好大機會無得踢世盃。明晨，法國與烏克
蘭進行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附加賽次回合對
決，首回合法國客場0：2落敗， 「高盧軍
團」 能否拿到世界盃決賽周門票已是命懸一
線。大戰在即，法國將帥迪甘斯、基奧特及
賓施馬等人皆發表了必勝宣言。(now635台
明日4:00a.m.直播)

主帥迪甘斯賽前表示： 「我們具備扭轉形
勢的能力，我們必須逆轉晉級。」 基奧特亦
說： 「我們都已經做好戰死球場的準備
了。」 賓施馬則說： 「我是一位熱愛足球的
鬥士，我希望幫助法國隊，參加世界盃是

我的夢想，更何況這屆世界盃是在巴西

進行。我認為
我們仍有希望
晉級，所以此
番次回合對陣
烏克蘭必須勝
出，我們希望
能 完 成 翻
盤。」

烏克蘭最近
一次亮相世界
盃決賽周還是
在2006年德國世界盃上，當時他們一舉殺入
8強；在首回合2：0擊敗法國後，烏克蘭距
離巴西只有一步之遙，看來法國難以 「翻
身」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早前被指無實力做德國國
腳的英格蘭射手朗尼，昨日
反擊指，擊敗德國比起擊敗
其他球隊更令他們高興；明
晨，英格蘭將坐鎮溫布萊球
場，與世仇德國進行友賽。
(now621台明日4:00a.m.直
播)

「三獅軍團」 近年曾擊敗
過西班牙、意大利和巴西等強
隊，不過朗尼坦言最想擊敗的
球隊是德國。這位曼聯前鋒
說： 「擊敗任何對手都能令我
們高興，但擊敗德國無疑是最
令我們開心的。德國陣中擁有
許多出色的球員，這對我們而
言是次考驗，我們會全力爭取
勝利，打出領隊對我們要求的

比賽。」
此外朗尼點出効力阿仙奴

的奧斯爾是德國最危險的球
員，但他們不能只想着防守
住某位球員，而是要限制德
國全隊的發揮， 「奧斯爾是
一位出色的球員，他的位置
不會固定在某一個地方，他
能在邊路活動，也能到中路
組織，既有入球能力也有助
攻才華。對陣德國，你不能
只防守一位球員，因為他們
的好球員實在太多了，最可
怕的是他們之間互相了解，
這就是他們難以擊敗的原
因。」

英格蘭如今另一個焦點人
物是門將赫特，上一場友賽

面對智利時，他被主帥鶴臣
放在了替補席上，而與德國
一戰他有望重回正選。另外
鶴臣賽前爆料指出，15年前
差點就成為了德國國家隊教
頭。

至於德國主帥路維賽前明
言為了試陣，將會抽起中場
奧斯爾、隊長拿姆和門將紐
亞等猛將；但在德軍賽前的
操練場上，球隊仍然坐擁韋
斯達文、舒姆沙、高路斯、
湯馬士梅拿和馬里奧葛斯等
球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巴西對智利的友賽將於明晨在
加拿大上演。(無TVB網絡電視
301台明日9:00a.m.直播)巴西上
場友賽以5：0大勝洪都拉斯，取
得5連勝。陣容方面，尼馬、丹尼
爾、侯克、祖奧、奧斯卡杜斯山度
士、韋利安、大衛雷斯等戰將大有

名氣；當中馬些路、韋利安及侯克
分別在上仗取得入球，以 「森巴足
球」 的威力，相信今仗足令智利防
線 「好頭痕」 。

往績壓住對手
雖然智利近 8 場賽事得 6 勝 2

和，包括早前在熱身賽作客以2：
0擊敗英格蘭，近況不錯；當中阿
歷斯山齊士在上仗包辦2個入球，
腳風甚順。但面對巨星如雲的巴
西，恐難以招架；加上在往績方
面，智利近6次對陣巴西取得1和
5負，要和都有難度，更何況贏
波，故此今仗智利看來，輸少已經
當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西班牙再訪南非友賽
西班牙明晨將會

作客南非，進行非
洲 之 旅 第 2 站 友
賽 。 (now633 及
660台明日3:00a.
m.直播)這次是西
班牙自2010年奪得
南非世界盃後，再
次到訪當地；上場友賽受傷的沙比阿朗素已經復操，主帥
迪保斯基表示，沙比阿朗素的傷勢並無大礙。

比利時去盡滅「日」
比利時明晨將主場友賽日本，主隊早前以0：2不敵哥

倫比亞，結束近期不敗走勢，但在主場出擊必去盡滅
「日」 。日本上場友賽以2：2打和荷蘭，終止連輸2場走

勢，射手柿谷曜一朗上仗後備上陣擔任隊中的正箭頭，並
且取得入球，但基於教練沙哲朗尼志在試陣，柿谷曜一朗
有望擔正。(有線61及201台明日4:00a.m.直播)

荷蘭出擊哥倫比亞
明晨，荷蘭將主場出擊與哥倫比亞進行友賽。(無翡

翠台明日3:30a.m.直播)荷蘭陣中從來都不缺乏世界級球
員，即如此次入選的中場洛賓和雲達華治可謂攻擊力與組
織能力兼備，更何況荷蘭近期主場戰鬥力非常強勁，相信
是役取勝毫無懸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德甲擬用電腦眼鏡助執法
早前利華古遜在德甲聯賽因為 「鬼入球」 而擊敗賀芬咸，引起

球壇對球證 「視界」 的爭議。近日德甲裁判委員會考慮引進電腦
眼鏡(Google Glass)，幫助球證更準確執法。委員會對新科技抱開
放態度： 「我們會討論球證戴上眼鏡後是否真如電視觀眾看到的
一樣，最主要的爭議是，如果依靠錄像，那麼球場上球證的權威
便不存在了。」 由於Google Glass有智能手機和電腦的功能，因此
即時翻看錄像都不成問題。

費格遜自傳錯處多嗌回水
前英超曼聯主帥費格遜

自傳推出以來，已在英國
賣出超過10萬本。不過，
最新有讀者向出版商要求
退錢，理由是書中出現不
少資料上的錯誤，一共有
45處不實報道，認為難以
接受，而出版商亦決定向
該讀者回水。自傳中，部
分資料與事實有出入，包括傑斯首次替曼聯上陣應為17歲，但書
中卻寫為16歲等，而出版商不排除未來會推出修定版本，以解決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誰能踢世盃誰能踢世盃
明晨，2014年巴西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附加賽次回合，瑞

典將主場迎戰葡萄牙；瑞典在首回合作客以0：1負於葡萄

牙，今仗將是審判兩隊誰能晉級世界盃決賽周的最後決戰，

伊巴謙莫域(伊巴)和C朗誰上天堂、誰下地獄，決於此戰。

(n632台明日3:45a.m.直播)

命懸一線 法國「蘭」翻身

巴西勝「利」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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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賽檢兵

■■CC朗朗((左左))、、伊巴再度交手
伊巴再度交手。。美聯社美聯社

■■英格蘭射手朗尼英格蘭射手朗尼
((中中))。。 法新社法新社

■■德國中場奧斯爾德國中場奧斯爾。。法新社法新社

■■西班牙將展開非洲之西班牙將展開非洲之
旅第旅第22站友賽站友賽。。 法新社法新社

■■費格遜自傳錯處多費格遜自傳錯處多。。 路透社路透社

■■巴西足以令對手防線巴西足以令對手防線 「「好頭痕好頭痕」」 。。 法新社法新社

■ 「無敵雄獅」 喀麥隆17日
主場4：1戰勝突尼斯，贏得
2014 年巴西世界盃入場
券。這是喀麥隆第7次贏得
世界盃入場券，他們也是世
界盃全球第24支確定參賽的
球隊。 法新社

無敵雄獅無敵雄獅

■■法國前鋒基奧特法國前鋒基奧特
((中中))與烏克蘭守將與烏克蘭守將
再鬥法再鬥法。。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