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場德國對加納的世盃對碰，是
1930年首屆世盃以來的第800場賽

事，外界普遍認為德國應佔上風。下半
場6分鐘，馬里奧葛斯為德國先開紀錄
後，加納隨即發力，先後於9分鐘及18
分鐘分別由阿休及基恩一頂一射反先。
德國主教練路維其後讓36歲老將高
路斯入替馬里奧葛斯，結果前者上陣
僅2分鐘，即發揮「超級後備」作用，
把握角球機會伸盡長腿將皮球送入網
窩，為德軍追成2：2。高路斯入波後
做出招牌動作「打空翻」慶祝，怎料
失手撻在地上，可見歲月不饒人，但
這個含金量極高的入球，為德國搶到
重要1分，保持爭取出線主導權。

超越「初代轟炸機」
高路斯此前參加了3屆世盃，共射入
14球，今仗在其第20場世盃決賽周比
賽再有「士哥」，總入球不單超越
「初代轟炸機」、德國前輩席勒梅拿
的14球世盃入球紀錄，更追平同是
「四朝元老」的朗拿度史上最多世盃
入球紀錄，「大哨」隨即在twitter留
言祝賀後輩說：「歡迎加入俱樂部，
我只能想像到你的喜悅！如此偉大的
世盃！」
成功救國的高路斯賽後稱能在20場
射入15球其實不算太差：「這個入球
只因當時企位極好。平了朗拿度的15
球紀錄，我感到興奮，也榮幸能與他
保持相同紀錄。今天我們可能被對手

擊敗，能入球我覺得非常好。」
德國領隊路維指，受傷患困擾的高路

斯今季其實不易捱，但他仍能保持佳態
進軍世盃，路維說：「從領隊角度
看，能有像他的後備實在妙絕。」

連續4屆均有進賬
「大哨」曾參加1994至2006年
間的4屆世盃，巧合的是其第15
個入球，是在06年對加納的16強
比賽中射入。由於高路斯今屆仍
有機會上陣，絕對有望打破「大
哨」保持多年的紀錄；同時他亦
成為繼巴西球王比利及西德老牌射
手席勒梅拿後，歷來第3人能於連
續4屆世盃都有入球的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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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上陣納即建功 入球追平大哨紀錄

信信信高路斯高路斯高路斯 救救救
三屆冠軍德國儘管首

場大勝葡萄牙，不過今

屆世盃的路並不易走，

昨日在G組第2戰一度

被「非洲黑星」加納逼入絕境，直至換入「四朝元老」高路斯即火速追

平2:2，令德國不致全失3分，力保出線機會。高路斯甫上陣即有「士

哥」，取得個人第15個世盃入球，追平巴西名宿朗拿度(大哨)紀錄，假

如「日耳曼戰車」能走得更遠，高路斯有望繼續建功，刷新紀錄。

德國目前在G組累積4分，暫領先其餘3
支對手，即使美國在次仗戰勝葡萄牙，德國
依然保持極有利的次席位置，故最後一場的
德美之戰，成為決定兩隊能否出線的關鍵比
賽，由自己掌握命運，總好過因「默契波」
而被叮走。
德國在對加納一役打不出上場大炒葡萄牙

時的威勢，但領隊路維並不擔心，認為球隊
足以晉級16強。路維說：「我們想在上半場
打出具紀律且密集的方式，也深知加納很想
贏波，因此上半場他們組織得很好；到下半
場則變成互相搏擊。看見如此高速的比賽，
實在引人入勝，雙方都出現破綻，但都渴求
勝利。」他又指場地很硬，皮球往往貼住地
面，難以順暢盤扭，尤其對德軍中的技術流
球員更造成問題。路維承認面對體能和速度
俱佳的非洲球隊，他們尚能打得夠快，不擔
心體力發揮。

梅拿撞傷眼眉
德國中場湯馬士梅拿臨完場與加納球員相

撞而掛彩，但路維指愛將僅是眼眉割傷，不
算太嚴重：「他有流血，但我不認為需要縫針。」門將
紐亞則對隊友給予負評，認為大夥兒仍陶醉於上場大捷
之中，但相信今後將回復原狀。
加納隊長基恩讚美隊友從落後到反先再被追平，他

相信賽果已給眾人信心，下場可擊潰葡萄牙出線。而
加納領隊艾比亞亦讚賞球員表現：「德國是勁旅，我
們的球員比拚得很好，有不少機會卻無法佔優。我們
鬥到最後，不幸是如此結束，但整體而言仍是一場好
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德德

F組積分榜
球隊 場數 勝 和 負 入球 失球 積分
*阿根廷 2 2 0 0 3 1 6
尼日利亞 2 1 1 0 1 0 4
伊朗 2 0 1 1 0 1 1
波斯尼亞 2 0 0 2 1 3 0

註：*為已出線球隊。

G組積分榜
球隊 場數 勝 和 負 入球 失球 積分
德國 2 1 1 0 6 2 4
美國 1 1 0 0 2 1 3
加納 2 0 1 1 3 4 1
葡萄牙 1 0 0 1 0 4 0

美斯日前打破長達8年的世界盃入球荒
後，「士哥」陸續有來，昨日在第2場F
組分組賽面對刻意死守的伊朗，戰至補時
階段一次妙射破網，連續第2場比賽取得
入球，最終帶領阿根廷以1:0小勝，提前
晉級16強，賽後美斯承認球隊整體表現
仍欠理想，但相信這支南美勁旅稍後將會
有改善。
阿根廷今仗派出美斯、希古恩和阿古路
組成「三叉戟」，希望可大勝伊朗一場，
可是受制對手的嚴密佈防，阿根廷久未能
破門，而且在下半場更一度被伊朗「反客
為主」，幸好門將羅美路三度救出險球，
力保不失。補時階段，美斯在禁區頂妙射
破網，再次成為「救世主」，帶領球隊以
2戰全勝得6分的成績，穩奪16強席位。
阿根廷在首2場分組賽表現欠缺說服
力，對此美斯直認不諱：「我們還沒有發
揮出全部實力，但是透過比賽，我相信我

們終會做到。伊朗給我們的空間很小，令
我們踢得很困難。下半場，伊朗創造了幾
次進攻機會，幸運的是我們最終還是勝出
比賽。入球的一刻十分美妙，因為是比賽
的最後幾分鐘。」

奎羅斯不滿球證漏判十二碼
伊朗主教練奎羅斯賽後也說，美斯決定

了比賽，不過他同時炮轟球證漏判十二
碼，成為整場比賽的轉捩點，奎羅斯續
說：「當時球證距離摔倒的球員(迪查加)
只有5米，他看得很清楚，應該是十二
碼。在這樣的對賽中，對於像伊朗的球
隊，這樣的細節就會決定整場比賽。」
伊朗今仗功敗垂成，未能搶得寶貴1

分，但隊長尼古納姆應該收穫甚豐，這名
33歲球員早於開賽前球證擲毫時，已向阿
根廷隊長美斯提出要求，在比賽後交換球
衣，早佔先機。 ■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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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前香港足球先生譚兆
偉、陳發枝、梁能仁和陳炳安昨午出席鑽石山荷里活廣
場的5人足球賽活動時表示，今屆2支世界盃決賽熱門阿
根廷和德國在第2場分組賽的表現難令人滿意。
譚兆偉指出，德國驚險逼和加納，差點玩出禍。目前

德國已有4分在手，以其實力來看，出線已是十拿九
穩，只是要首名還是次名小組出線。逼和加納很明顯是
安排走線，德國可睇住出線形勢，來決定最後一場爭勝
還是和局。因為該組的16強對手是H組球隊，不論比利
時、俄羅斯或韓國，對德國來說都是手到拿來。

陳發枝狠批阿根廷懶散
至於陳發枝則批評阿根廷全隊十分懶散，未有盡力去

踢，他相信巴西是入決賽的真命天子，對手會是德國或
荷蘭。陳發枝點名稱讚荷蘭鋒將洛賓今屆表現突出，自
從加盟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後，在球場上「開竅」，所
以荷蘭亦有實力打入決賽。

今屆F組出現
頗意外的戰況，
被視為有力跟阿
根廷爭出線的世
盃「新丁」波斯
尼亞，昨日以
0：1慘負於「非
洲超霸鷹」尼日
利亞手上，兩戰
全敗，即時出

局。賽後波國領隊蘇錫和前鋒迪斯高，均對
入球被「吹走」大呼不公。
開賽初段，迪斯高本射入1球，但被新西
蘭球證奧拉利誤判成越位在先，反過來即

由尼日利亞射手奧丹維治破網，讓波斯尼
亞從天堂掉進地獄。賽後迪斯高向傳媒大
吐苦水：「發生甚麼事？是球證發生了
事。我想我們要返歸吧，對此很傷心，但
球證也應返歸，因他改變了賽果，改變了
球賽，所以我們輸掉。」
這位曼城前鋒亦怨隊長史柏希斯混亂間

和尼日利亞前鋒艾曼紐艾文歷基撞到正，
似是後者犯規，但球證沒吹，遂變成奧丹
維治的入球。波國領隊蘇錫亦大為不滿：
「我不想評論那入球。我在更衣室聽到迪
斯高是越位，但那是沒有，相當明顯。還
有史柏希斯被侵犯，如球證不鳴笛，那不
算是犯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譚兆偉：德國部署走線
球場球場 內內 外外

英球迷免費入聖保羅藝術館
英格蘭在世盃提早出局，聖保羅藝術館為了「安撫」遠道而來
的賓客，決定免費讓英球迷入場，並在門外的標牌上寫：「英
國人，不要傷心，本周你們可免費進入MASP(聖保羅藝術
館)。」據報每名持有英國護照的遊客入場可慳15雷亞爾(約52港
元)。

托尼兄弟留守巴西不奔喪
正隨科特迪瓦出戰世盃的高路托尼與耶耶托尼，日前遭逢喪弟之

痛，球隊發言人艾域卡高表示讓二人決定是否離隊回國奔喪，不過
這對托尼兄弟選擇繼續留守，與國家隊共同進退。高路與耶耶的弟
弟伊巴謙周四在曼徹斯特離世，終年28歲。

保羅普巴玩《FM》用車仔
法國中場新星保羅普巴日前在大勝瑞士5:2的比賽後，跟隨大軍
乘搭飛機返回訓練基地，閒暇時用手提電腦玩著名「足球經理人」
(Football Manager)遊戲，選用車路士征戰英超，並將自己「轉投」
至該支英超勁旅，與林柏特鎮守中場。 ■記者蔡明亮

波國將帥炮轟球證不公

世盃入球統計

高路斯
朗拿度

高路斯高路斯 朗拿度朗拿度
44次次 世界盃決賽周世界盃決賽周 44次次
2020場場 出賽場數出賽場數 1919場場
1515個個 總入球總入球 1515個個
77個個 右腳入球右腳入球 1111個個
11個個 左腳入球左腳入球 33個個
77個個 頭槌入球頭槌入球 11個個
33次次 助攻助攻 44次次

■■高路斯高路斯((中中))射入個人第射入個人第

1515個世界盃入球個世界盃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路維失望得彎身路維失望得彎身
掩面掩面。。 美聯社美聯社

■■左起左起：：譚兆偉譚兆偉、、梁能仁梁能仁、、陳發枝及陳陳發枝及陳
炳安昨日出席名人邀請賽炳安昨日出席名人邀請賽。。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奧丹維治(左)與波斯尼
亞中場魯歷爭球。美聯社

■■美斯美斯((右右))在補時階段射在補時階段射
進絕殺入球進絕殺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高路斯入球後打前空翻慶祝高路斯入球後打前空翻慶祝，，可惜最後失手倒地可惜最後失手倒地。。路透社路透社

■■朗拿度朗拿度
■■高路斯後備入替僅高路斯後備入替僅22分分
鐘即建奇功鐘即建奇功。。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