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世盃決賽周連續 15場有波
入，刷新紀錄。「藍軍」今仗整體表現
令人驚喜，尤其傳送成功率高達
93.2%，是1966年世盃有紀錄以來單場
最高的數字，意大利今仗共作出了602
次傳球，其中561次成功，而中場核心
派路就個人作出108次傳送，暫為今屆
世盃的「傳送王」。

保方傷情未明 施利古頂住
另外，「藍軍」賽前突有守護神保方

扭傷足踝未能上陣，不過後備門將施利
古就以幾近完美的表現成為球隊贏波功
臣之一，這位巴黎聖日耳門的門將上半
場救出史達寧及佐敦軒達臣的遠射令意
軍不致落後，下半場受英格蘭猛烈反撲
下又是這名年僅21歲的門將左飛右撲保
住勝果，全場4番有效撲救的他表現遠
勝只有1次的英軍門將祖赫特，由於保
方下仗能否復出仍是未知數，施利古的
崛起能讓一眾意軍球迷放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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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盃

英意一戰在濕度61%及30度高溫下進行，熱帶雨林附近
的悶熱天氣令球員體能消耗更大，史達寧、韋碧克及加利
卡希爾尾段均有抽筋情況出現，而意大利雖未有球員抽
筋，卻對「魔鬼天氣」感觸良多。意軍領先功臣馬治斯奧
表示，有些時候甚至熱到有幻覺。
不過對比起緣盡世盃的英格蘭隊醫列文，眾將的抽筋只

屬小事。列文在史杜列治扳平後樂極忘形地在後備席廂瘋
狂慶祝，結果不幸踩到地上水瓶而跌倒，導致腳踝移位需
緊急回國治理，可惜這名隊醫的「犧牲」未能為英格蘭換
來一場勝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隊醫喜極跌傷
三獅熱到抽筋

只曾於1990年世界盃躋身過16
強、世界排名28的中美洲弱旅哥斯
達黎加昨晨在巴西世界盃D組首輪
中，下半場在3分鐘內由落後變反
先，結果以3：1爆冷擊敗世界排名
第7、最終10人應戰的烏拉圭。作
為上屆世盃第4名，烏軍失去本應
最十拿九穩的3分，之後還要惡戰
英意兩大強隊，出線甚危。

敗軍教頭：仍有機會
烏拉圭主帥塔巴利斯賽後說：

「明顯地這是意料之外的，但這就

是足球。我們下半場失去應有的節
奏，被對方把握住弱點。」不過這
位上屆殿軍功臣教頭認為，己隊理
論上仍有出線機會。
烏軍今仗沒派剛傷癒的射手蘇亞

雷斯上陣，依然藉卡雲尼射入12碼
領先半場，但下半場後防失魂遭對
方幾次高波傳送攻勢偷襲得手，祖
爾甘保和奧斯卡杜亞迪於54及57分
鐘各入1球反先。比賽尾段哥隊有
烏連拿再入一球，烏拉圭更有後衛
彭利拿領了今屆賽事第一面紅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失魂3分鐘
烏拉圭敗陣出線危

英格蘭今仗正選球員有不少年輕球
員，包括史達寧、佐敦軒達臣和

韋碧克等，而有保方及迪施基利奧賽前
受傷的意大利則起用了門將施利古及守
將柏列達兩名世盃新丁。甫開賽英軍憑
活力及速度取得不少射門機會，屢射不
入後卻被意軍一次精心設計的角球打開
紀錄，由馬治斯奧遠射建功。英格蘭很
快由史杜列治接應朗尼妙傳近門破網扳
平。

世盃首戰奠勝 頭槌獻未婚妻
可惜換邊後一次防守疏忽卻令英軍付
出代價，簡達華右路輕鬆傳中，伏兵門
前的巴洛迪利在無人看管下頂入奠勝一
球。其後縱使英格蘭瘋狂反撲，還是未
能越過如有神助的施利古一關，意大利
終以2：1擊敗英軍旗開得勝。
賽後獲選最有價值球員的巴洛迪利雖
是首度出戰世盃決賽周，然而表現神勇
令對方主將朗尼相形見絀，除一個入球
外更有一次美妙「笠射」要對方護空
門。月初求婚成功的他亦擺脫以往「無
厘頭」形象，入球後向看台上的未婚妻
芬妮（Fanny）送上飛吻，連賽後訪問

也難得地一本正經：「我真的非常開
心，感覺奇妙無比，我將入球送給她
（芬尼）。世盃沒弱旅，我們不能被勝
利衝昏頭腦。」
相對巴神的光芒四射，英格蘭前線主

將朗尼卻表現平淡，除為史杜列治送上
助攻，多次射門均未能命中目標，將其
世盃決賽周零入球紀錄延續到第9場，
賽後甚至有英報民調顯示，高達44%的
球迷認為該棄用這名天之驕子。
名宿舒拿批評朗尼浪費機會：「我們

的左路踢得不好，巴尼斯獨力難支，朗
尼的發揮明顯受到位置的限制，他下半
場得到機會時未能好好把握，特別是在
世盃這種級數的大賽，全場機會可能只
有1次。」

年輕三獅難欺老意軍
雙方主將表現有差距，英意主帥能力

亦高下立見。意軍球員雖普遍年齡偏
大，然而體力分配卻做得較好，在悶熱
如斯的天氣下仍一直保持足夠體能應
戰，尤其是對中場大將派路的保護，柏
蘭迪利派出迪路斯及馬治斯奧為他護
航，令派路免於受英軍中場夾擊，令這

位中場指揮官在完場前尚有氣力射出
一記美妙的中楣罰球。
柏蘭迪利大讚球員發揮

出個人極限：「在這種
天氣比賽非常辛苦，英格
蘭有不少球員出現抽筋而我
們卻沒有，這是我們賽前特訓
的成果。」三獅軍球員平均雖較
年輕，但在鶴臣的戰術設計下卻需
要90分鐘不停奔跑逼搶，只有19歲
的史達寧早於70分鐘便抽筋收場，最
終未能平反敗局。

鶴臣死撐 史高斯挺朗尼
鶴臣賽後有點「死撐」地說：「這

是我上任以來最佳的團隊表現，我們
攻勢壓倒對手，卻被為數不多的射門
攻入了兩球，我堅信我們仍可出
線。」鶴臣亦為愛將朗尼辯護，認為
他今仗發揮不俗，不能對這位曼
聯鋒線太苛刻。世盃前
彈朗尼的曼聯師兄史高
斯也認為，只是位置不
適合朗尼。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英格蘭出師不「利」 球迷入朗尼數

玩浪漫
比賽技術統計

英格蘭 1：2 意大利
18(5) 射門 13(4)
0 越位 7
9 角球 2
8 犯規 11
90.8% 傳球成功率 93.2%
44.5% 控球率 55.5%

英格蘭首戰失利，但同組的哥斯達黎加就
爆冷擊敗烏拉圭，令英軍出線形勢仍未致太
差。雖然自1998世盃以來46支首戰敗北的球
隊只有4隊能突破分組賽，但英格蘭仍可掌
握自己命運，下仗對烏拉圭一戰當然非常關
鍵，不過即使英軍鎩羽而歸，只要在尾輪大
比數擊敗哥斯達黎加，而意大利又擊敗烏拉
圭，只得3分的英格蘭即有機會憑較佳得失
球出線，形勢可謂相當玄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英格蘭隨時三分都夠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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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臘佬講波
被寸悶到瞓着
英格蘭前國腳菲臘

尼維利今場英意戰首
次擔任電視台「講波
佬」，但看來他還需
在足球評述技術上下
苦功。有網民在 twit-
ter上說，「是我電視
開得太細聲嗎……他
是驚吵醒人嗎？」另
有人說：「弊！我錯
過入球了……菲臘尼
維利令我睡着了！」

BBC烏龍報錯分
英國廣播公司(BBC)

在轉播英意戰期間，
電視畫面左上方計
分牌竟一度出現英
格蘭領先 1：0 的錯
誤報分，球員切不
要像這樣在場上擺
烏龍啊！

開戰前球場
發現「詐彈」
今場英意戰賽前，

有人在馬瑙斯亞馬遜
體育場發現疑似炸彈
物體，警方奉召到場
後證實虛驚一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記者 梁志達

球場內外

世盃世盃DD組積分榜組積分榜
名次名次 賽賽 勝勝 和和 負負 得球得球 失球失球 積分積分
11哥斯達黎加哥斯達黎加 11 11 00 00 33 11 33
22 意大利意大利 11 11 00 00 22 11 33
33 英格蘭英格蘭 11 00 00 11 11 22 00
44 烏拉圭烏拉圭 11 00 00 11 11 33 00

巴神威風
英意大戰巴神完勝朗尼英意大戰巴神完勝朗尼！！昨晨在巴西馬瑙斯亞馬遜球場上演昨晨在巴西馬瑙斯亞馬遜球場上演

的世界盃的世界盃「「死亡死亡DD組組」」焦點戰焦點戰，，老練的意大利以老練的意大利以22：：11力克年力克年

輕的輕的「「三獅軍三獅軍」」英格蘭英格蘭，，首度出戰世界盃決賽周的首度出戰世界盃決賽周的「「壞孩子壞孩子」」

巴洛迪利下半場頂入致勝一球成為贏波功臣巴洛迪利下半場頂入致勝一球成為贏波功臣，，賽後獲選最有價賽後獲選最有價

值球員的他受盡讚賞值球員的他受盡讚賞。。英軍的英軍的「「頑童頑童」」朗尼卻除送出一記助攻朗尼卻除送出一記助攻

外演出平平外演出平平，，慘遭名宿舒拿狠批慘遭名宿舒拿狠批。。

■史杜列治的表現已令鶴臣滿意。 路透社

◀意女球迷親吻三
獅躉，化解場內恩
怨。 路透社

▲格連莊臣（左）攔
截派路（右），禁區
內有犯手球之嫌。

新華社

■球隊後備席職
員要抬離場，認
真少見。

BBC截圖

■■馬治斯奧馬治斯奧
（（右右））與基與基
亞連尼幫史亞連尼幫史
達寧拉筋達寧拉筋。。

路透社路透社

■■巴神藉機送飛吻巴神藉機送飛吻
向觀眾席的未婚妻向觀眾席的未婚妻
示愛示愛。。 法新社法新社

■■朗尼要淋醒自己朗尼要淋醒自己。。 路透社路透社

■■巴神招積向鏡頭做出巴神招積向鏡頭做出
22：：11的手勢的手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Fanny■Fanny撐場撐場，，為巴洛迪為巴洛迪
利打氣利打氣。。 法新社法新社

■■ 巴 洛 迪 利巴 洛 迪 利
（（中中））在加利在加利
卡希爾身邊頂卡希爾身邊頂
入奠勝一球入奠勝一球。。

法新社法新社

◀祖爾甘保（左）和奧斯卡
杜亞迪（中）盡情慶祝。

新華社

■■場邊的蘇亞雷斯場邊的蘇亞雷斯
（（右右））和科蘭和科蘭「「勁勁
冇癮冇癮」。」。 路透社路透社

■哥斯達黎加索爆
粉絲。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