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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因素有利於美洲球隊，經過
十多日世盃賽期後應已有一定

印證，加上實力不算太差，阿根廷獲外界
視為不遜於巴西的奪標熱門絕非無因。目
前「潘帕斯雄鷹」已夠分晉級，僅受今仗
對手尼日利亞影響以首名或次名進行16
強賽事，只要保持不敗，阿根廷必可成F
組首名。

尼日利亞打和夠出線
反觀4分在手的「非洲超霸鷹」，就算

打和仍足夠出線，但也有陰溝裡翻船的機
會，因如尼日利亞以0：1輸波，而同時進行的伊朗對波斯尼
亞（無綫網絡電視01台、now 801及841台周四0:00a.m.直
播），前者以1：0勝出，那麼尼日利亞跟伊朗便會同分（4
分）兼有着相同的得失球（0球）及入球（1球），再者兩隊之
前賽和0：0，賽績相同下最終要由擲毫決定誰可出線。當然，
尼日利亞輸掉而伊朗勝出，後者也有可能憑較佳得失球躋身16
強，所以「非洲超霸鷹」必須搏盡，沒有以逸待勞的空間。
阿根廷球王美斯頭兩場皆扮演救世主角色，射入關鍵入球致
勝，表現較前兩屆世盃好，適逢昨天是他27歲生日，他代言的

「三間」便拿其世盃戰靴加以
粉飾，生產全球僅27對的彩色特
別版來賀壽。料美斯今仗繼續發揮
射門觸覺，夥另外兩名箭頭阿古路
和希古恩於前場穿插，互相製造入球
機會。領隊沙比拿於上仗戰勝伊朗後，
慶幸麾下有這名球王坐鎮：「所有球員
都對勝出有功勞，但當然我們有位天才
叫美斯，可幸他是在阿根廷，任何人都
想擁有他，可是現在他是我們所有。伊
朗令我們變得艱難，有美斯在場卻令一
切變得可能。」

必力阻阿根廷發揮
至於尼日利亞方面，上場憑前鋒奧丹維治的重要「士

哥」，擊敗波斯尼亞拿到重要3分，兼結束橫跨16年的
世盃9場不勝劣績，有望自1998年後再次打入16強，這
名史篤城球員揚言出眾的尼日利亞前中後場，可讓美斯
等球星難以發揮。另外，後衛尤保今仗亦是第100場為
國効力，但他只放眼晉級16強，沒太重視個人數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巴西世盃已誕生16強的其中8隊，除了東道主巴西外，南美另一強豪阿根廷亦篤定

出線，明晨對尼日利亞的F組最後一戰將決定誰是小組首名。鑑於A組首名巴西盤踞淘

汰賽其中一邊，實力相近的「潘帕斯雄鷹」固然不想提早硬碰，因此剛踏入27

歲的阿根廷隊長美斯必對「非洲超霸鷹」出盡全力，坐和望贏

絕不求敗，以穩守首名走靚線避巴西。（無綫網絡電視13及

19台、now 818及840台周四0:00a.m.直播）

新華社巴西貝洛奧里藏特23日電 球王馬拉當拿近日
把阿根廷足協主席格隆多納稱作「變態」，這進一步升
級了二人的緊張關係。
馬拉當拿和格隆多納的交惡始於2010年，當時身為國
家隊教練的「老馬」，在帶領球隊世界盃止步8強後，
阿根廷足協沒有再和他簽署新的合同。
而就在21日阿根廷險勝伊朗的比賽中，格隆多納稱球
王是「災星」，因為他在比賽中剛剛離開座位，美斯就
在最後時刻絕殺對手，幫助球隊取勝。對此，馬拉當拿
給予的回應就是在鏡頭前做出不雅的手勢。

之後，馬拉當拿在他目
前供職的一家委內瑞拉電視
台又談到這一事件。他說：
「對於我的祖國、我的家人和我的
朋友，我都奉獻出全部生命、不會做出任
何使他們蒙羞的事。但是在某些『變態』面前，我會這
麼說、這麼做。」
根據一些阿根廷媒體的報道，阿根廷取勝之後，格隆

多納說了「馬拉當拿這個災星一走我們就贏了」這樣的
話。

4年前南非世盃，經歷內憂外患的法國早早出局，如
今已挾住2連捷幾乎出線。但「高盧雄雞」未敢輕言放
鬆，明晨對厄瓜多爾將照樣大打進攻足球，延續頭兩場
射入8粒的氣勢以締造3連勝。（無綫網絡電視13及19
台、now 818及840台周四4:00a.m.直播）
E組戰情比隔鄰的F組其實殊不簡單，數字上目前每
隊也有可能出線或出局，因此由賓施馬率領的法國必不
會留力只靠和波晉級，以免失手收場。當然，取得和局
甚至勝出，法國即能首名出線避開阿根廷，再到8強才
有較大機會碰上德國，所以可順勢照攻下去，炮製8組
中最多「士哥」以搶頭威。

瑞士狂數求出線
有傳決意離開紐卡素的法國後衛迪保治很同意這觀
點：「即使失手機會不大，我們仍要避免飄飄然，拿下
此仗並維持正面動力，以準備即將而來的挑戰。」由於
卡比耶累積2面黃牌，法國領隊迪甘斯料找里爾中場馬
胡巴上陣，至於有點傷病的沙高和華拉尼亦會改由高斯
尼及文加拉頂替。已射入3球的厄瓜多爾射手安拿華倫

西亞，有望在今仗增添紀錄，所以法厄之
戰極可能是場入球騷。
同時上演的包尾大幡洪都拉斯對歐洲中

游隊伍瑞士（無綫網絡電視 01台、
now 801 及 841 台周四 4:00a.m.直
播），前者2場共丟失5球，瑞士雖
失球不少，但都能射入4球，洪都拉
斯想作「零的突破」無疑非常艱
難。假如瑞士與厄瓜多爾同樣勝
出，就出現3隊皆為6分的局面，瑞士
要出線必須有理想的得失球差，目前它
少於厄國2球，更落後法國8球，因此瑞
士今仗無可避免需要狂攻。
講開瑞士和法國，法國前國腳韋拉現遭法國

稅局調查，據報瑞士會提供他的銀行資
料，但法國方面沒
明言到底韋拉是
犯了甚麼過錯。
■記者 鄺御龍

法國法國繼續殺繼續殺破破「「厄厄」」運運

中新社倫敦24日電 法網爆冷遭遇「一輪遊」後，飽受質疑的李娜在23日的溫網女
單首輪中艱難戰勝波蘭90後小將卡尼亞。在經歷法網失利的迷茫後，中國一姐正在試
圖重新找回自信。

去年成功打入溫網8強的李娜，目前以賽會2號種子領銜女單下半區，在當
日這場對決中，李娜開局不利的局面下，用時76分鐘以7：5、6：2擊敗世
界排名僅有175位的年輕對手。這是在今年法網止步首輪後，李娜參加
的第1場正式比賽，此前兩周時間，中國金花在國內備戰本屆溫網。

休息10天遠離網球想未來
「法網已經成為過去，溫網不會因此受到影響。」賽後，獲勝的李

娜表情輕鬆。她說，在經歷法網的心態幾近崩潰後，教練卡洛斯對其
進行了有效引導，使其及時修正了此前出現的問題。至於她還提到的
「內心總缺少些什麼」，李娜坦言：「有些事情不需要答案，過了就過
去了，沒必要在死窟窿裡拚命去想清楚。」據李娜透露，法網結束後，
自己一度休息了10天，「這段時間遠離網球，只專注於思考自己的未
來。我現在很享受網球，至少比法網時的狀態好很多，心態也更放
鬆。」
24日，男單4號種子、瑞士天王費達拿輕鬆以3：0擊敗意大利球手羅
倫茲；連同另一瑞士球華連卡及法國好手宋加齊齊打入次圈。

李娜李娜溫網開好溫網開好頭頭：：
法 網 已 過 去法 網 已 過 去

勒邦占士傳回復自由身
據《美聯社》消息指，熱火核心勒邦

占士亦決定不再執行與球會的未來兩年
合同，預計將在7月1日回復自由身。
他的經紀人保羅已經把「大帝」這個決
定通知了熱火。另外，紐約人當家球星
安東尼的經紀人昨日正式表態，安東尼
將跳出與紐約人的合同成為自由球員。
同時，剛為馬刺5奪NBA總冠軍的鄧
肯，亦正式與球隊達成協議，選擇履行

其最後1年、年薪將達1,030萬美元的
球員合約，亦是會為馬刺參戰第18個球
季。 ■記者 梁啟剛

舒密加醫療紀錄被兜售
新華社柏林23日電 F1車王舒密加

的發言人凱姆21日發表聲明說，包括舒
密加病歷在內的一些文件被盜且疑似被
出售，警方已介入調查。目前尚不清楚
病歷等文件是何時在何處被盜，是否是
從舒密加此前接受治療的法國格勒諾布
爾大學醫療中心被拷貝而出。據德國
《圖片報》報道，舒密加病歷等文件被
匿名人士向德國、英國及法國媒體出
售，標價約合5萬歐元。去年，舒密加
在法國滑雪時發生意外，送院並進行手
術後，一直昏迷；幸好最後經過近半年
的治療，舒密加於本月中甦醒並轉赴瑞
士的洛桑繼續接受治療。

世盃世盃EE、、FF組積分榜組積分榜
EE組組
球隊球隊 場數場數 勝勝 和和 負負 得球得球 失球失球 積分積分
法國法國 22 22 00 00 88 22 66
厄瓜多爾厄瓜多爾 22 11 00 11 33 33 33
瑞士瑞士 22 11 00 11 44 66 33
洪都拉斯洪都拉斯 22 00 00 22 11 55 00

FF組組
球隊球隊 場數場數 勝勝 和和 負負 得球得球 失球失球 積分積分
**阿根廷阿根廷 22 22 00 00 33 11 66
尼日利亞尼日利亞 22 11 11 00 11 00 44
伊朗伊朗 22 00 11 11 00 11 11
波斯尼亞波斯尼亞 22 00 00 22 11 33 00
註註：：首兩名出線首兩名出線1616強強；；**為已出線球隊為已出線球隊。。

阿根廷搶首名走靚線阿根廷搶首名走靚線

美斯牛一美斯牛一吉吉「「日日」」

不滿被指不滿被指是是「「災星災星」」
老馬老馬鬧阿足協主鬧阿足協主席席「「變態變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奧委會會長霍震霆昨
日大談今屆世界盃賽事，他指出非洲球隊實力提升。霍震霆
說：「今屆非洲球隊都踢出外界認為是爆冷的成績，非洲國

家隊輸出球員到歐洲踢聯賽，令其與國際足球水平日漸拉近，所以上述球隊能贏歐洲
隊，並非是爆冷而是實力。」

另外，「港協暨奧委會獎勵計劃及青少年獎勵計劃2013」的頒發儀式於昨
日假奧運大樓會長辦公室特別舉行。2013年度之獎勵計劃及青少年獎勵計
劃總獎金金額為港幣1,158,230元，其中獎勵計劃獎金為港幣800,120
元，青少年獎勵計劃獎金為港幣358,110元。
此外，霍震霆亦頒發第2屆青年奧運會中國香港區青年大使任命
狀予青年大使、港女泳將歐鎧淳。歐鎧淳亦透露於美國柏克萊大學
畢業後，決定回港轉為體院全職運動員，全力備戰仁川亞運會和10
月於香港第2度主辦的世界盃短池游泳錦標賽。

霍震霆霍震霆讚讚非洲隊非洲隊
實 力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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