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冠軍日本仍然未能打開今屆世
界盃的勝利之門！在C組關鍵戰面對
大部分時間十人應戰的希臘，被守和
0：0。雙方同樣兩戰得一分，爭出線
形勢相當被動。
變陣出擊的日本，收起中場大腦香川
真司，由大久保嘉人擔正，加強攻擊

力。局勢的發展亦證明，沙哲朗尼教練
的改變令日本早段已搶得主動權，奈何
面對希臘的銅牆鐵壁卻苦無對策。38分
鐘，希臘的加素蘭尼斯領第二張黄牌，
被紅牌趕出場，令這支2004年歐洲國
家盃盟主，形勢變得更惡劣。
不過，日本卻無法掌握多踢一人的

優勢，換邊後換入遠藤保仁及香川真
司加強中前場攻擊力，但面對刻意全
軍退守的希臘卻顯得「老鼠拉龜」。
67分鐘，助攻的內田篤人底線傳中，
無人看管的大久保嘉人卻一射高出，
兩隊最終互交白卷，也造就哥倫比亞
率先出線。
對於狂攻下未能取得入球，沙哲朗

尼顯得相當失望：「我們行軍不夠
快，只能取得一分絕不是理想賽果，
我們需要的是勝仗。我不知道下場面
對哥倫比亞抱甚麼態度，排甚麼陣
容，但我們要全取三分，需要交出比
這兩仗更出色的表現。」
至於希臘教練費蘭度山度士則認為，

若非十人應戰，球隊應可勝出，而他對
出線仍樂觀：「除了哥倫比亞確保出
線，其他3隊最後一輪都有機會，我們
要打好下一場比賽，剩下的就是等待哥
倫比亞和日本的比賽結果了。」
日本壓軸戰鬥哥倫比亞，預計提前出

線的哥倫比亞或會派副選試陣，而希臘
則火拚科特迪瓦，倘若日本及希臘雙雙
取勝，將同得四分，到時就要比較得失
球差決定出線資格。而日本亦要寄望希
臘獲勝，才有望晉級的奇蹟出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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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軍首輪都取得勝利，戰況亦如
預期般膠着。上半場具威脅的

攻門寥寥可數，反而一個巨大充氣足
球滾入球場，球證韋比不得不暫停比
賽，成為這場「哥科戰」的點綴。
經過互無紀錄的上半場，換邊後雙

方節奏明顯加快，哥倫比亞由64分
鐘開始，6分鐘之內先後由占士洛迪
古斯及祖安昆特路建功。換入杜奧巴
和沙洛文卡勞加強攻力的科特迪瓦，
雖然憑謝雲奴73分鐘的入球破蛋，
但仍無法阻止哥倫比亞險勝2：1。

科特迪瓦贏希臘就晉級
雖說自1990年世界盃之後再次躋
身16強，哥倫比亞教練碧卡文賽後
刻意淡化勝利，強調不談甚麼創造歷
史，畢竟分組賽仍未完結。「這場勝
仗令我們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經過
苦戰獲勝，更是兩戰全勝，表現實在
是無懈可擊，特別是陣中球員大都是
首次出戰世界盃決賽周。」

科特迪瓦雖然落敗，但只要最後一
戰擊敗希臘，依然可以出線。教練拿
武治仍顯得樂觀。「我們是有機會
的，今場不應該輸。當然對手確實很
有經驗，實力很強。生死戰的形勢很
簡單，贏希臘就晉級，我們力爭勝
利。」
對於為何仍將杜奧巴列為後備，拿

武治強調是戰術需要，科特迪瓦踢的
是整體戰。

托尼三弟離世享年28歲
科特迪瓦兄弟兵耶耶托尼與高路

托尼昨日出戰哥倫比亞後收到壞消
息，兩人的弟弟伊巴謙托尼抗癌失
敗，享年 28歲。科特迪瓦足總發
聲明表示：「整個科特迪瓦代表團
都會全力支持他們，以及他們整個
家庭。」伊巴謙托尼同樣是職業足
球員，但成就不及兩位哥哥，他去
年於黎巴嫩球會薩法効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子龍

世界盃黑馬哥倫比亞持續強

勢！在C組分組賽2：1險勝

非洲大象科特迪瓦，更因為日

本在另一場賽和希臘而提早一

輪取得16強入場劵，最後一

戰對日本，只要賽和就能取得

小組首名。

C組積分榜
排名 球隊 場數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積分
1 哥倫比亞 2 2 0 0 5 1 6
2 科特迪瓦 2 1 0 1 3 3 3
3 日本 2 0 1 1 1 2 1
4 希臘 2 0 1 1 0 3 1

註：首兩名晉級16強淘汰賽

巴西世界盃決賽周開幕至今，
烏龍事件林林總總，最新的一齣
「奇景」，主角是科特迪瓦的施利
戴爾！
這位象國中場守將，在大戰哥

倫比亞前夕，當奏起科特迪瓦國歌
時哭成淚人，比起尼馬在揭幕戰聽
到巴西國歌時的哭有過之而無不
及。施利戴爾賽後指，流出熱淚是
因為參加世界盃夢想成真太開心，
但他的淚卻令歐美傳媒相繼「擺烏
龍」。
英國《每日郵報》及其他傳媒賽

後相繼報道，施利戴爾嚎哭是「因
為」他的父親剛剛去世。正當各媒體
試圖開始「尋找」這個綠茵場外的故
事時，施利戴爾在
instagram解釋他的
落淚因由：「能夠
代表科特迪瓦上陣
是一大光榮，我從
來沒想過自己真的
願望成真。」現年
29歲的他，2013年
3月才首次為科特迪
瓦上陣。而他再進

一步解釋，哭是因為激動，並非因為
他父親逝世，因為他的父親早已在
2004年就已身故。
連同施利戴爾「哭崩」世盃，

今屆決賽周已出現多宗烏龍事
件，第一次就在開幕禮上，舞台
中央本應出現 32個參賽國的國
旗，但是尼日利亞的國旗卻變成
尼日爾。更令人尷尬的場景發生
在揭幕戰前夕，現場先播出克羅
地亞國歌，隨後播放巴西國歌
時，播放到一半，音響系統突然
失靈，全場嘩然。繼而在揭幕
戰，馬些路更打破了巴西在世界
盃「沒有烏龍球」的紀錄。
層出不窮的烏龍事件，在智利

對西班牙一役也出
現，為智利攻入第
二球的艾蘭古斯，
被發現所穿的球褲
竟是19號，而並非
他擁有的20號，但
美國球證基格就是
沒有發現。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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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高耗能運動足球是高耗能運動，，為保持體為保持體
力力，，適切的飲食和營養照顧是必要適切的飲食和營養照顧是必要
的的，，曾擔任藍色軍團曾擔任藍色軍團（（意大利國家意大利國家
隊隊））醫師的賈特斯基分享了飲食秘醫師的賈特斯基分享了飲食秘
訣訣。。
今年世界盃在天氣悶熱潮濕的巴今年世界盃在天氣悶熱潮濕的巴

西舉行西舉行，，由於球員在比賽時流汗比由於球員在比賽時流汗比
平常多平常多，，賈特斯基說賈特斯基說，「，「餐點會稍餐點會稍
微鹹一點微鹹一點，，協助補充水分協助補充水分。」。」
整體而言整體而言，，球員飲食是遵循意大球員飲食是遵循意大

利的飲食傳統利的飲食傳統，，在健康在健康、、均衡均衡、、新新

鮮鮮、、當令之外當令之外，，絕對不犧牲美味絕對不犧牲美味。。
他說他說，「，「我們不再堅持要大家吃一我們不再堅持要大家吃一
樣菜色樣菜色，，會依照球員的需求烹調會依照球員的需求烹調。。
沒有哪種食物特別好沒有哪種食物特別好、、特別壞特別壞，，重重
點在於均衡點在於均衡，，讓養分能適時被吸讓養分能適時被吸
收收。」。」
早餐富含蛋白質早餐富含蛋白質，，包括乳酪和包括乳酪和

火腿火腿。。晚餐和午餐都有佐以番晚餐和午餐都有佐以番
茄茄、、鮮乳酪和蔬菜烹調的意大利鮮乳酪和蔬菜烹調的意大利
麵麵，，然後搭配第二道的海鮮或白然後搭配第二道的海鮮或白
肉肉。。不過不過，，午餐分量少一點午餐分量少一點，，因因

為下午有訓練為下午有訓練，，會減緩消化速會減緩消化速
度度。。
賈特斯基指出賈特斯基指出，「，「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
要有充分的水和纖維素要有充分的水和纖維素。」。」每餐都每餐都
有豐富的水果有豐富的水果，，像是鳳梨像是鳳梨、、漿果漿果
（（berryberry））和草莓和草莓。。
出賽當天出賽當天，，午餐比較單調午餐比較單調，，通常通常

是意大利麵或是糙米是意大利麵或是糙米，，一些蔬菜一些蔬菜，，
配上清淡的魚或白肉配上清淡的魚或白肉。。在開賽在開賽33小小
時前時前，，再吃一次含碳水化合物和蛋再吃一次含碳水化合物和蛋
白質的點心白質的點心。。
至於嗆辣的巴西飲食至於嗆辣的巴西飲食，，他說他說，，

「「等到結束世界盃之旅等到結束世界盃之旅，，大夥就可大夥就可
以大快朵頤以大快朵頤。」。」 ■■中央社中央社

日本希臘悶和 出線齊告急

LPGA女子職業高爾夫巡迴賽四大滿貫
賽事之一的美國公開賽，周四（香港時間

周五）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松林2號球
場拉開戰幕。11歲的美國華裔選
手李億備受注目。
李億來自美國舊金山，上月她以

7桿優勢贏得加利福尼亞州半月灣
的區域選拔賽，成為通過選拔賽獲
得美國公開賽最年輕的選手。「我

只是想去打比賽，尋找樂趣，然後盡量
表現出實力，我真的不在乎最終結果會
是如何。」李億說。
除李億外，還有眾多內地和中華台
北女選手參賽，她們是馮珊珊、石
昱婷、封悅、曾雅妮、龔怡萍、林
子麒、徐薇凌和盧曉晴。美國公開賽

總獎金400萬美元。不過，首輪比賽因為雷
雨關係暫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
霞 報道）「金貴銀業盃」
2014年中國（郴州）國際女
子排球精英賽將於7月3日至
5日在湖南省郴州市舉行。
來自亞洲、歐洲、南美洲的
中國、泰國、比利時、多米
尼加四國女子排球隊將參加
比賽。
此次國際女子排球精英賽

以「重溫排球夢，再續郴州
情」為主題，意在重續郴州
和中國女排的情緣。
據介紹，多年來，郴州被
譽為中國女排的「娘家」。
郴州與中國女排有着深厚的
淵源，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
國女排來到郴州集訓，實現

「五連冠」的輝煌，與郴州
結下不解之緣。郴州作為中
國女排五連冠的起飛地，記
錄了老一代女排艱苦訓練、
勇敢拚搏的歷史，「無私奉
獻、團結合作、艱苦創業、
自強不息」的女排精神，已
成為郴州人民的精神財富和
寶貴力量。
據郴州市副市長李庭介

紹，此次承接賽事的場地是
郴州市新建的體育中心，建
築面積達6萬多平方米，總
投資5.23億元。在2013年該
場館經亞洲排球聯合會和國
家體育總局排管中心技術官
員鑒定，符合辦國際排球賽
事要求。

四國女排7月決戰郴州

藍色軍團均衡飲食保活力 11歲華裔女孩亮相美國賽

■日本隊踢出功夫足球仍無助入球。
路透社

■■希臘球員基卡斯希臘球員基卡斯（（右右））
右臂的中文紋身右臂的中文紋身「「寒冷寒冷殺殺
人魔人魔」。」。 美聯社美聯社

■■意大利球員保持活力有秘訣意大利球員保持活力有秘訣。。美聯社美聯社

■1111歲的李億一歲的李億一
臉童真臉童真。。 法新社法新社

■■施利戴爾聽到奏國施利戴爾聽到奏國
歌時哭成淚人歌時哭成淚人。。

美聯社美聯社

■■哥倫比亞球哥倫比亞球
迷為自己的國迷為自己的國
家隊祈禱家隊祈禱。。

法新社法新社

■一個巨大充氣足球引發洛迪古斯的好奇心。 法新社

■■索高拿遭黃牌警告索高拿遭黃牌警告
時的有趣反應時的有趣反應。。

法新社法新社

■■洛迪古斯建功洛迪古斯建功，，激激
情慶祝情慶祝。。 美聯社美聯社

提早提早入入1166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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