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拉簡拿球場樓梯搖晃
耗資巨大的馬拉簡拿球場居然
會出現樓梯搖晃的問題，這恐怕
會讓很多人意外，但這一幕的確
出現在上周世界盃阿根廷對波斯
尼亞的比賽後。出現搖晃的根源
是馬拉簡拿球場有一段樓梯是木
頭搭建的，當球迷集中離場通過
這段木質樓梯時，球迷會明顯感
覺到樓梯搖晃，球迷擔心有可能
出現樓梯突然坍塌的危險。里約
政府對於安全隱患不敢怠慢，發
表聲明稱已派人檢查並加固這段
樓梯。

FIFA
解釋觀眾席多空位
據美聯社報道，上周西班牙大
戰荷蘭一戰，居然是決賽周比賽
至今，場內空凳最多的一場比
賽。根據國際足協(FIFA)的比賽報
告，在可以容納48,747名球迷的
新水源體育場內，有多達3,500個
座位是沒有人坐的。FIFA表示球
場內出現空凳的原因，是因為有
已購票的球迷沒有出現，甚至是

未有到場拿取他們預購的門票；
目前FIFA已繼續調查事件。

法比奧干查奧傷別世盃
早前大敗給德國一戰中受傷的

葡萄牙左閘法比奧干查奧，昨日
證實因傷將缺席今屆餘下賽事。
法比奧干查奧在該仗戰至62分鐘
便退下火線，他日前進行磁力共
振後，證實右大腿出現第二級別
肌肉撕裂。葡萄牙昨日發表聲
明，指他在今屆賽事將無法再上
陣。此外，在比賽中同樣受傷的前
鋒曉高艾美達和門將魯爾柏迪斯
奧，經檢查後證實傷勢無大礙，可
望在次仗上陣鬥美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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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今屆決賽周黑馬的比利時，小
組賽首戰的上半場，處處受制阿爾

及利亞的防守，更在25分鐘落入困局，
維頓漢在禁區侵犯菲侯利，送出12碼給
對手。菲侯利親身主射入網，這個入球
也是阿爾及利亞自1986年以來，苦等28
年的首個決賽周入球。

3次換人反敗為勝
半場落後一球的比利時，教練韋莫斯
在更衣室的提示版寫上「Substitutes
would make all the difference」(後備球員
將改變戰局)的字條，並在下半場先後換
入梅頓斯、奧歷治及費蘭尼加強戰術變
化，這3個改變終在70分鐘奏效，費蘭
尼接應奇雲迪布尼傳中頂入扳平。10分
鐘後，梅頓斯接應夏薩特的傳送，禁區
勁射入網，「歐洲紅魔」最終反敗為
勝，也是自2002年以來，再次在世界盃
取得勝利。
比利時全場控球率超逾6成，卻大部分

時間要在落後下作戰，韋莫斯表示很清
楚今仗是苦戰，「對手留給我們的進攻
空間不大。我們上半場的機會不多，在
世界盃的舞台犯了錯，就得付出代

價。」韋帥也認為，
比利時球員眾志成城
的信念，有耐性，也
是致勝關鍵，而且球
隊還有很大進步空
間，「我們還是一支
年輕的隊伍。賽前，
我感到大家有些緊
張，壓力不小。」
中場主力夏薩特也

相信，「紅魔」這場
逆轉勝，能令球隊進
步，「這是我們這些
球員的第一屆世界
盃，顯然沒有經驗，但我們有天賦，我
想這就足夠了。」比利時將會在香港時
間星期日凌晨對陣俄羅斯。
阿爾及利亞教練夏利荷錫亦承認，韋

莫斯出色的調兵遺將改變了戰局。「費
蘭尼的頭槌能力在歐洲屬頂級，我也希
望擁有一些硬朗的球員阻截對方的進
攻，奈何選擇不多。我們錯過了搶分的
大好機會，但球隊在下半場確實遇到困
難，也給了對方很多進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子龍

喀麥隆頭號射手伊度奧早前被傳因傷無法領軍
出戰對克羅地亞的世界盃A組關鍵戰，不過這位
33歲隊長在記者會「放風」，透露或可以替非洲
雄獅披甲。同時，伊度奧在整個2014年上半年是
非纏身，除了被車路士教練摩連奴指他可能不止
33歲，更被傳媒指他有婚外情並生下好幾個孩
子。伊度奧則對所有報道處之泰然，並稱誓要反擊
造謠者。
對於傳聞，伊度奧冷靜地表示：「我很想告訴
你真相。但現在更重要的是下場比賽以及世界盃剩
餘的比賽。我們不想在小組賽結束後就回家。雖然很多人想擾亂我們的軍
心，但我不在乎他們說甚麼。相信我，世界盃之後我將反擊所有傳言。我
會一五一十地說清楚，把那些造謠者揪出來，讓我們國家隊和我們國家看
看誰該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子龍

韋莫斯撞衫問助手借衫韋莫斯撞衫問助手借衫
對阿爾及利亞一戰中對阿爾及利亞一戰中，，比利時主帥韋比利時主帥韋

莫斯身穿一件白色襯衫在場邊指揮莫斯身穿一件白色襯衫在場邊指揮，，由由
於阿爾及利亞隊服顏色同樣為白色於阿爾及利亞隊服顏色同樣為白色，，第第44
球證勒令比利時主帥穿上不同顏色的衣球證勒令比利時主帥穿上不同顏色的衣
服服，，以避免對比賽造成視覺干擾以避免對比賽造成視覺干擾。。於於
是是，，韋莫斯趕緊轉向他的助手韋莫斯趕緊轉向他的助手，，換過助換過助
手身上的黑色西服穿了起來手身上的黑色西服穿了起來，，以便繼續以便繼續
進行指揮進行指揮。。

梅頓斯入波剃父親鬍鬚梅頓斯入波剃父親鬍鬚
替比利時射入奠勝入球的梅頓斯替比利時射入奠勝入球的梅頓斯，，賽賽

後於後於InstagramInstagram上載影片上載影片，，片中他為父片中他為父
親剃去親剃去「「二撇雞二撇雞」；」；原來賽前梅頓斯與原來賽前梅頓斯與
父親對賭父親對賭，，如果梅頓斯有波入如果梅頓斯有波入，，就剃去就剃去
父親鬍鬚父親鬍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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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世界盃決賽周12年的比利時，在H組經歷一

場苦戰！「歐洲紅魔」昨日面對綽號「北非之狐」

的阿爾及利亞，克服落後一球的逆境，憑兩名後備

費蘭尼及梅頓斯建功，反勝2：1。比利時教練韋莫

斯透露逆轉的關鍵，除了永不言敗的信念，他的

「神奇字條」或許也是因素。

艾堅菲夫「甩手」俄韓戰平
卡比卡比路路：：失分也是生日禮物失分也是生日禮物

伊度奧誓反擊造謠者

■■費蘭尼費蘭尼((右右))頭頭
槌建功槌建功。。法新社法新社

■■梅頓斯勁射破門梅頓斯勁射破門。。 美聯社美聯社

HH組積分榜組積分榜排名 球隊
場數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積分

1 比利時
1 1 0 0 2 1 3

2 俄羅斯
1 0 1 0 1 1 1

3 韓國
1 0 1 0 1 1 1

4 阿爾及利亞 1 0 0 1 1 2 0

註：首兩名晉級16強淘汰賽 大戰花絮大戰花絮

再穩健的門將都有犯錯的時
候！俄羅斯門將艾堅菲夫在昨日
就深明這個道理。下半場的「牛
油手」，連累這支2018世界盃決
賽周主辦國落後，慶幸基沙哥夫
當入球救星，協助俄羅斯1：1逼
和韓國。
炎熱的天氣影響兩軍發揮，節

奏奇慢的半場，雙方互交白卷，
韓國換邊後變陣，由李根鎬入替
朴主永，這個改動在68分鐘得到
回報，這位効力尚洲尚武的前鋒
施放一支「遠程重炮」，令艾堅
菲夫「甩手」，目送皮球入網。
今屆唯一全用本土球員的俄羅

斯，卡比路教練眼見落後也來變
招，及時以基沙哥夫換出施哥
夫，74分鐘得到回報，基沙哥夫
混戰中射入。雙方最終各得1分。
6月 18 日是卡比路的 68 歲生
日，俄羅斯失分未能讓他大喜，
卡帥也深感遺憾，但他認為和局
也是不錯的生日禮物，「俄羅斯
應該取勝，半場在更衣室時，我
向球員指出錯誤，他們在換邊後

迅速修正。」
同時，卡比路也為艾堅菲夫的

失誤出言「降溫」：「艾堅菲夫
是出色的門將，再好的門將也有
失誤的時候，幸好全隊及時彌
補，扭轉局勢。」卡帥也盛讚韓
國的演出，但酷熱天氣也令對方
向來強橫的體能優勢變得一籌莫
展，末段3人抽筋就是
證明。

洪明甫坦言失望
韓國在領先下被追和，

教練洪明甫坦言失望，「實
際上我們就要贏得這場比
賽，但卻讓對手扳平。畢
竟，這是我們的世界盃首場
比賽，而且我們拿到了 1
分，我對球員們的表現已經
非常滿意，他們無論在技術上還
是體能上都表現很好，也踢得很
聰明，我們應思考如何應付下一
場對手阿爾及利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子龍

新華社莫斯科18日電 據俄羅斯
媒體18日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將
於下個月飛赴巴西，出席世界盃閉幕
式和主辦權交接儀式。下一屆足球世
界盃將於2018年在俄羅斯舉行。

普京出席閉幕式

早前阿根廷對波斯尼亞時，一
位仰慕美斯的小球童希望與之握
手，可惜遭到「無視」。日前，美
斯與小球童見面並表達歉意，除跟
小球童合影外，更贈予對方一件簽
名球衣。至於美斯逃稅案，有傳美
斯指其父親負責打理自己的財政，
故可以甩難。 ■網上圖片

表達歉意
國足贏波

雖然中國國家足球
隊冇份踢世界盃，但昨日
在瀋陽奧體中心五里河體
育場與馬其頓踢友賽，這
是新主帥佩蘭上任之後的
首場比賽，最終國足靠于
漢超及高迪建功，以2：0
贏波。 ■新華社

■■韋莫斯變陣收韋莫斯變陣收
奇效奇效。。 路透社路透社

■■艾堅菲夫艾堅菲夫「「牛油手牛油手」」連環圖連環圖。。 美聯社美聯社

■梅頓斯將剃父親鬍鬚片放上網。網上圖片

■■伊度奧聆聽提問。
美聯社

昨日在韓國首爾的

光華門廣場，數萬

韓國市民身穿紅色

球迷衫，通過廣場

大屏幕為韓國隊隔

空搖旗吶喊。圖中靚女球

迷擺出可愛「pose」，

成功搶鏡。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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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瑞士《觀察報》報道，日前德國「F1車王」舒密加在250公里的轉院途
中多數時間保持清醒，儘管他沒有說話，但可通過點頭與人交流。
■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昨日於官網宣佈種子名單，目前世界排名第2的中國
「金花」李娜順理成章地成為賽會女單2號種子。
■女子高爾夫大滿貫賽美國公開賽於當地時間19日開賽，父母來自於中國
香港的11歲華裔小將李億成功躋身這項賽事正賽，成為賽事歷史上最年輕
的球員。
■早前與女網球手「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宣布解除婚約的北愛爾蘭高爾夫
球球星麥基爾羅伊，昨日宣布會代表愛爾蘭參加2016年奧運會，而不選擇
代表英國或北愛爾蘭參賽。 ■記者梁啟剛

■■法比奧干查奧受傷退隊法比奧干查奧受傷退隊。。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