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帥抱怨少一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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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組積分榜(截至23-06-2014)
名次 球隊 場次 勝 和 負 入球 失球 積分
1
德國
2
1 1
0
6
2
4
2
美國
2
1 1
0
4
3
4
3
加納
2
0 1
1
3
4
1
4
葡萄牙 2
0 1
1
2
6
1
註：小組首兩名晉級16強。
最後一輪賽程
香港時間
對賽
6月27日零時
美國 對 德國
6月27日零時
葡萄牙 對 加納

美國在臨完場慘被追平，但仍有相當機會從 G
■ 奇連士文
奇連士文：
： 放心
放心，
，
組出線，只是領隊奇連士文抱怨世盃賽程的編排
美國一定全力爭勝。
美國一定全力爭勝
。
對熱門有利。原來美國是 32 支參賽隊伍中最為舟
設計對白
車勞頓的一隊，因其駐紮基地是位於巴西南部的
聖保羅，在首仗及第3仗均要移師巴西東北部作賽，但次仗卻是西
北方最遙遠兼天氣最惡劣的馬瑙斯，嚴重影響備戰工作，加上對
德國的最後一戰，美國是較少一日休息。
面對種種不利因素、加上失分未能提早晉級，奇連士文昨日終忍不住說：「我
們少一天恢復體力，他們(德國)昨日作賽，我們則是今日。我們剛在亞馬遜踢完，他們則
毋須到很遠的地方比賽。任何事情都為熱門辦妥，並繼續進行，而我們則要艱難
面對。」

德兩將或無緣鬥美國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蔡明亮 ■版面設計：崔竣明

對美國來說，目前唯一的利好消息是德國右閘謝路美保定與防守中場基迪拉有微傷
在身，雙雙缺席昨日操練。德國隊經理比亞荷夫表示，基迪拉應可在對美國一戰中上
陣，而上仗撞爆眼眉的湯馬士梅拿在縫針後已無大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末戰遇祖家 和波齊出線

■保羅賓
度：葡萄牙
靠你了。
靠你了
。
設計對白

紮住上陣的 C 朗拿度昨日在世界盃 G 組次輪賽事交出一次壓哨
助攻，協助葡萄牙以 2:2 逼和美國，搶回 1 分，避免提早出
局，但這場和局亦導致該組的出線形勢異常微妙。美國和
德國目前在 G 組同積 4 分，只要雙方末戰交手「有默契
地」言和，即可攜手出線。執掌美國隊的德國主帥「奇
哥」奇連士文賽後談論「美德」，直言「唔踢默契波！」
■前西德與奧地利在 1982
年世界盃合演一場不光彩
的分組賽。
的分組賽
。
網上圖片

奇

連士文與德國主帥路維曾在 2006年世界盃分別擔任德國隊的主帥與助教，06年世盃結
束後，路維「坐正」掌管德國隊，奇連士文則執教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其後轉教美
國隊，如今兩隊在最後一場正面對決，只要和波就能攜手晉級，也替這場比賽增添話題性。
對於外界猜測德、美或許會踢默契波，奇連士文予以否定說：「路維和我是好朋友，他的
工作很好，而我的工作是確保美國晉級 16 強，來巴西之後我和路維沒時間聯繫。最後一場
與德國比賽，兩隊都想爭奪G組首名，我們當然要力爭3分。」

深明箇中「奧」妙 前西德有前科
在世界盃歷史上，曾出現一次影響深遠的默契波。1982 年西班牙世界
盃，前西德與奧地利合演了一場不光彩的比賽，不僅傷害了阿爾及利亞
球迷，更直接影響後來的世界盃小組賽制。
當年前西德與奧地利、阿爾及利亞和智利同組。按當時賽制，小組賽
最後一場並不是同時進行。賽畢 3 仗的阿爾及利亞取得 2 勝１負積 4 分(當
時還是 2 分制)；而首仗以 1:2 負於阿爾及利亞、次場以 4:1 擊敗智利的西
德，只要在第 3 場比賽中以 1 球擊敗奧地利，即可小組首名出線，後者只
要不輸多於2球，也能以小組次名同時出線。

C朗補時助攻追和

賽前不容再失的葡萄牙，先由拿尼在開賽4分鐘藉對手解圍失誤，近門射入先開紀錄。
換邊後，美國連入2球反先，先有鍾斯在64分鐘遠射得手為球隊追平，亦是世界盃歷史上
第 2,300 個入球。其後丹普西門前建功為美國反先 2:
1。戰至補時尚餘約30秒，葡萄牙的施維斯達華利拿門
前接應C朗傳中飛身頂入，為球隊追和2:2。
葡萄牙戰罷 2 仗，與加納同得 1 分，兩軍將在最後
一仗交鋒，若葡萄牙擊敗加納，而「德美戰」分出勝
負，最後則要計得失球差；葡萄牙現時得失球差為
「-4」，主帥保羅賓度賽後稱：「得失球差處於劣
勢，但我們仍有一絲希望，一定會盡力而為。」問及
是否擔心「德美戰」會「默契」打和，保羅賓度續
說：「我們無法了解別人的想法，我們只能專注
於下場比賽，但在我的教練和球員生涯中，我從沒有踢
過默契球，這是職業操守的問題。」
至於拯救了葡萄牙一命的 C 朗賽後指，自己和隊友都
清楚在這個小組比賽會很難：「我從未想過我們有可能
去奪得世盃冠軍，我們要謙虛些。我們竭盡全力地去贏
球，但沒能做到。我們知道理論上還有晉級可能，但事
實上已經基本不太可能了，不過現代足球一切都可能發
生。」
■施維斯達華利拿(左)臨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場為葡軍扳平。
美聯社

飲水時間首進世盃史冊
多雨，炎熱和高濕度被認為不適合進行
比賽。比賽當日，溫度達到 32 度，濕度
88%。上半場進行到 39 分鐘，球證利用
美國中場鍾斯受傷的機會吹停比賽，雙
方球員立即到場邊飲水。約 3 分鐘後，
比賽重新開始。

天氣悶熱 奇帥半場換短袖
■葡萄牙中場魯爾梅利斯(中)與隊友走
到場邊飲水。
路透社
「美葡戰」昨日在馬瑙斯的亞馬遜體
育館進行，當比賽進行到 39 分鐘，球證
吹停比賽，雙方球員到場邊飲水；就是
這樣，世界盃歷史上首次出現「飲水時
間」。
馬瑙斯屬於熱帶雨林氣候，常年濕熱

下半場第 76 分鐘，兩隊再次獲得飲水
時間，就連開賽時穿上長袖衫的美國隊
主帥奇連士文，下半場也忍不住換上短
袖衫，「奇哥」賽後指：「馬瑙斯的天
氣就像於北美或中美洲，或像去到佛羅
里達、邁阿密打波。我認為，我們今仗
準備得很好。」
「飲水時間」是柏蘭迪利最先提出。
去年 12 月，這位意大利國家隊主帥指出
在巴西的炎熱天氣條件下，要踢出精彩
比賽，必須給球員提供合理條件：「我

加納足總會長否認打假波
在世盃身處 G 組的加納，近日爆出打
假波醜聞，據報英國第 4 台和英國《每
日電訊報》的臥底早前設局，跟 2 名和
加納足總有關的人會面，並以巨款賄
賂，安排設定好賽果的友賽。加納足總
會長其後否認打假波，並聲言已報警徹
查。
據報涉及打假波的 2 人分別是國際足
聯的註冊代理人和加納球會的官員，目
前未有球員牽涉在內。臥底以 10 萬英鎊
（約 130 萬港元）利誘聲稱可操控加納

賽果的「假波二人組」，他們指加納足
總會長尼恩德奇已同意於世盃結束後，
安排加納作 2 場假波友賽，及後尼恩德
奇否認同意打假波：「報章所說的非全
部屬實，我確收到報章的採訪要求，並
給予全部內容，但現被人洩露出來，很
不幸他們沒把我所說的全部報道。」他
表明只是收到一份草擬合約，但看也沒
看就交給足總的律師細閱，以決定是否
值得進行友賽。
然而《每日電訊報》則指出，尼恩德

消極踢完80分鐘
就在這種「默契」的情況下，世界盃上演了史上最醜陋的比
賽。西德在開賽 10 分鐘以 1 球領先，隨後兩隊不思進取，以消極
踢法耗盡其後 80 分鐘的「垃圾時間」。看台上，中立球迷高喊
「滾蛋，滾蛋」。含冤出局的阿爾及利亞當然無法接受這樣的結
局，賽後向國際足聯提出調查比賽的申請，但得到的解釋是：
「比賽完全在足球規則下進行，國際足聯不能干涉每支球
隊的戰術和踢法。」
面對默契球這種足球比賽規則的灰色地帶，國
際足聯顯然沒有能力從根本上解決這道難題，
最後他們只是改變了世界盃的賽制，小組賽
最後一場賽事從此同時開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賽前輕鬆
在對美國的大戰前夕，C 朗(左)心情
輕鬆，到達賽場進行練習時，特意走到
一名正在做直播的電視台記者身後扮鬼
臉，認真大整蠱。
美聯社

們沒法給球員喝水，因為國際足聯想把
瓶子放在門柱旁，但屆時只有在開角球
時，球員才能喝到水。這聽起來像個笑
賽後失望
話，但確實是一個嚴肅問題。」
■葡萄牙在完場
今年 2 月 16 日，國際足聯宣布巴西世
前 一 刻 才 以 2:2
界盃當地時間下午 1 時開球的比賽，將
逼和美國，賽後
增設喝水時間。在上、下半場進行到 30
C朗對未能全取3
分鐘左右，比賽將會暫停3至4分鐘，球
分感到失望。
員可以飲水、休息，但比賽是否需要
路透社
「飲水時間」，則是由場內的醫療專家
決定。
此前意大利對英格蘭的焦點之戰同樣
在馬瑙斯舉行，雖然濕度高達 89%，但
球場內外
溫度維持在 29 度，沒有達到國際足聯設
三星擺烏龍激死當路雲
定的溫度警戒線，所以即使天氣悶熱，
現年 32 歲的美國最偉大球星當路雲未有入選
球員也沒有能夠得到飲水休息的機會，
今屆世盃大軍名單，一度成為世界球壇大新
而這次馬瑙斯高達 32 度的氣候，讓「飲
水時間」首次出現在世界盃的賽場。 聞，不過韓國三星一時大意，在德國對美國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大戰前夕，還在其官方twitter留言預祝有份參與
拍攝該集團廣告的代言人當路雲及美國隊好
運，大擺烏龍，事後三星已刪掉有關留言。
■記者 蔡明亮

湯馬士梅拿人紅又贏馬
■加納會
長尼恩德
奇爆出打
假 波 醜
聞。
網上圖片
奇跟臥底會面時曾稱樂於看到友賽合
約，他謂可由一間虛構的投資公司委派
球證，但這是違反了國際足聯的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在首場 G 組賽事大演「帽子戲法」的德國射
手湯馬士梅拿，人紅運氣也特別好，與拜仁隊
友比沙路及前隊友保路斯基共同擁有的一匹 3 歲
馬「火車」，周日在德國的一場賽馬比賽中勝
出，出賽第 3 次收穫「第 2W」，為這 3 名馬主
進賬5,000歐元獎金。
■記者 蔡明亮

星洲打擊世盃非法賭波
新加坡警方昨日宣布拘捕 15 人，他們涉嫌組
織非法賭波，截獲 80 萬新加坡元(約 496 萬港
元)。據報被捕的 15 人包括 14 男 1 女，年齡介乎

23 至 70 歲之間，警方在行動中查獲大量現金、
多部電腦和手機，而且還掌握該賭博集團的具
體銀行轉賬信息，但沒有指明涉案的具體世界
盃比賽場次。
■新華社

國際足聯罰桑治停賽3場
喀麥隆中場桑治在第2場對克羅地亞的A組賽事
中，無故肘擊對方前鋒文迪蘇傑，國際足聯昨日
宣布重罰桑治停賽3場和罰款2萬瑞士法郎。由於
桑治在最後一場對巴西的賽事已自動停賽，意味
着桑治只需在未來多停2場便可。 ■記者 蔡明亮

馬天尼斯違規借證被沒收
愛華頓領隊馬天尼斯為 ESPN 擔任世盃客席旁
述員，然而日前觀看荷蘭隊操練時，因涉借出
證件讓其他人入場，違反國際足聯規定，東窗
事發後即被沒收證件。據報馬天尼斯的證件只
限於在里約熱內盧的直播室活動，並不容許進
出其他球場和訓練場，未知是誰讓他現身荷蘭
的訓練場，也不知他到底把證件借了給誰。
■記者 鄺御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