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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盃
44年來首次連續兩屆世界盃無緣淘汰賽，意大利已
無復2006年第4次稱王世盃的勁旅風采，派路和保方
兩老苦苦支撐仍無法助意大利突破死亡之組，下屆世
界盃亦再難看到這兩名一代大師的身影。上屆世盃失
利後接手並以巴洛迪利和馬治斯奧為骨幹於上屆歐國
盃殺到決賽的主帥柏蘭迪利，賽後與意足總主席阿比
迪齊辭職。柏帥說：「遇到這打擊，一切已淪為政治

表演，我感到就像納稅人的錢被偷了。」

兩大師別世盃 青黃不接
受累意甲沒落流失世界級球星，意軍仍只食派路和
保方等「老本」與列強抗衡，柏帥今屆世盃圍繞最具
天份的巴洛迪利構建陣容，惜「巴神」除在首輪頂入
贏英格蘭一球外，對哥斯達黎加和烏拉圭均形同虛
設，最深印象還是對馬田卡沙利斯頭部的凌空飛踢。
巴神集速度體格與技術於一身，惜心理質素欠佳。
今仗因傷缺陣的隊友迪羅斯更狠批他是「紙製前
鋒」：「我們需要真的男子漢，而不是貼紙上的前
鋒。」寸早前在集圖冊貼滿自己的巴神。
同是小組出局，意大利卻較西班牙前景黯淡，恩莫

比利、恩斯尼治和阿利斯奧施斯未能為意軍注入活
力。35歲的派路場均跑動過萬米，36歲的保方是役也
多次撲救，但這兩名大師也是最後一次征戰世盃，他
們的位置誰能填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蘇亞雷斯昨晨對意大利疑似「重
施故技」，踢到79分鐘，他

於前場禁區內與基亞連尼爭身位時
嘴巴撞到對方肩膀，後者向球證投
訴並向他展示「咬痕」，蘇亞雷斯
則掩嘴倒地。球證當時未有受理事
件，但FIFA已就事件展開調查，
「哨牙蘇」不排除被秋後算帳。

前科纍纍 FIFA調查事件
FIFA要求蘇亞雷斯和烏足總在本
港時間今晨4時前就事件提供解釋
及辯護證據，若證明非在受挑釁下
而咬人，蘇亞雷斯將面臨停賽多
場，球隊晉級也要缺少這員得分主
力之餘，其最高刑期甚至可達全球
停賽兩年。世盃史上最重處罰是
1994年意大利後衛泰索迪肘擊打斷
安歷基鼻樑要停賽8場。

否認蓄意：身體碰撞經常有
蘇亞雷斯「牙尖嘴利」早有前
科，踢阿積士及利物浦期間先後發
生場上咬人事件共被停賽17場，咬
伊雲洛域更是去年之事，球迷們記
憶猶新。對於今次疑似咬人，蘇亞
雷斯否認是蓄意所為：「比賽中常
發生這種事，當時我們身體有接

觸，我下巴碰到他肩膀，他手肘亦
擊中我眼睛，我眼睛也受傷了，這
事不值得大驚小怪。」

基亞連尼被指疤痕早存在
對於FIFA調查，蘇亞雷斯說：

「他們要查便到比賽中查，那是比
賽中時有發生的正常事。」烏隊主
帥塔巴利斯亦力撐愛將：「我要先
看電視錄影才知發生什麼事，如果
真有咬人，球證也應看到。蘇亞雷
斯是我們重要一員，若有人想攻擊
他，我們會盡一切能力保護他。」
隊友盧根奴強調，基亞連尼所展示
的疤痕其實賽前早已存在，「他表
現得像懦夫一樣。」
基亞連尼則反擊稱應重罰「哨牙

蘇」：「蘇亞雷斯沒即時被逐已是
難以置信，若連停賽也沒有就太可
笑了。他事後明顯心虛沉寂下來，
因為他知自己做錯了。」

■記者郭正謙

烏拉圭憑高甸頂入贏1：0，在昨晨D組生死戰踢走意

大利出線世界盃，16強將迎戰同屬南美的哥倫比亞。

烏隊超級射手蘇亞雷斯冇波入仍成焦點。完場前他

與意大利後衛基亞連尼爭身位時發生疑似咬人事

件，國際足聯（FIFA）已要求「咬人蘇」和烏拉

圭足總就事件提供說法，若這名前科纍纍的烏

拉圭當家球星罪成最高可面臨停賽兩年。

烏拉圭前鋒蘇亞雷斯疑似第三度咬人，英足壇
名人紛紛在社交網上抒己見，奧雲坦言哨牙蘇
「控制不到自己……對他好失望」。昔日利物浦
王牌射手科拿表示，為免球會招牌再受累，「若
紅軍賣他，我不會驚訝。」1997年曾在職業拳賽
被泰臣咬甩耳的前拳王荷里菲特也留言寸「咬人
蘇」：「相信一個人身上任何部分都可吃的。」

網民怒轟：有癲狗症
意大利球迷當然嬲爆，紛紛在烏拉圭足總及傳

媒社交網上留言，有說：「建議烏足總帶蘇亞雷
斯去檢查是否狂犬病（癲狗症）」。另有寫道：
「意大利人的肉好味吧？」。
另外，外國甚麼都有得賭，一名挪威球迷賽後

在社交網分享了「贏錢圖」。據有
關的博彩公司透露，有逾百多名球
迷經他們投注了哨牙蘇會在今屆世
盃咬人，賠率達175倍，最高額贏
得約合兩萬多港元。
不過，身兼多個商業機構代言人

的「蘇神」自己卻隨時跌錢，昨晚
已有賭波網率先表態稱，考慮到形
象問題，會重新檢示與「蘇神」的
贊助合作關係。 ■記者 梁志達

蘇亞雷斯是當今足
壇其中一位超級射
手，每每能帶領球隊
贏波，他上季聯賽以
31球高踞射手榜，是
利物浦一洗頹風得英
超亞軍的功臣。但他
就是充滿爭議的人
物，2011年因在場上
以種族歧視用語侮辱曼聯後衛艾拉
被罰停賽8場。

浙江科技學院心理
諮詢中心主任賽燕燕
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分
析稱，蘇亞雷斯的咬
人屬自我深層的攻擊
行為：「第一次咬過
的話大腦神經會形成
一個回路，認為緊張
情緒有一個行為可以

釋放，以後再遇類似情況腦神經就往
那個方向去。」 ■記者 梁志達

天生爭議人物 專家行為分析

剛過去一季西甲煞科戰對巴塞羅
那，高甸頂入打和一球助不容輸波的
馬德里體育會贏得失落18年的聯賽冠
軍，歐聯決賽亦是其頭槌一度逼皇家
馬德里入絕境。昨晨世盃D組末輪非
勝意大利不可的烏拉圭，到81分鐘就
是藉這位28歲中堅接應角球跳頂用後
頸將球撞入網窩贏1：0全取3分。

馬治斯奧紅牌難拗數
意軍在59分鐘少踢1人，馬治斯奧

中場盤球遇到烏隊中場阿利華路，前
者轉身護波時用右腳踩中對方右小
腿，身邊的球證直接出示紅牌將這位

28歲祖雲達斯大將逐離場。賽後有聲
音認為判罰過嚴，但事實上當時馬治
斯奧動作雖不大，但確實踩到腳，嚴
格上可判紅。
意大利隊長保方賽後說：「球證沒
幫我們，但輸波也不能怪任何人。」
的確，意軍今仗排出巴沙利、邦路斯
和基亞連尼3中堅352陣式，求守和1
分出線。但或受高溫影響，球隊整體
上踢得死氣沉沉，派路中場「派
牌」，烏隊在危險區域卻截斷意隊輸
送，踢拖連奴的上季意甲神射手恩莫
比利和巴洛迪利也沒做好前鋒的工
作。 ■記者 梁志達

鐵頭高甸又做英雄鐵頭高甸又做英雄

36歲的車路士（車仔）鐵人林
柏特昨晨第 106 次為英格蘭上
陣，擔任隊長鬥哥斯達黎加，終
只能互交白卷，「三獅」在D組3
戰得 1分包尾出局。早前有傳

「林伯」世盃後會告別國家隊，
但今場賽後他似改口風稱未決定
是留或引退，而離開車仔後是否
轉投美職仍需考慮。

鶴臣搞錯鐵衛年齡
林伯談到勞基梳爾、巴克里與
史達寧等三獅後生仔時說：「他
們非自傲的人，而是令人印象深
刻，不是獲選後隨便散漫去踢。
他們嘗試做正確的事，儘管我們
未能晉級。」三獅領隊鶴臣亦睇
好後衛「加利卡希爾，他只是24
歲」，但其實後者已28歲。

■記者 鄺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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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計今晨賽果，3大勁
旅英格蘭、意大利、西班
牙及克羅地亞共4支歐洲
隊已告別巴西世盃，而巴
西、智利、墨西哥、哥斯
達黎加、哥倫比亞幾支美
洲隊都已晉身16強。時差
因素與部分比賽場的濕熱
天氣，對歐洲球隊不無影
響。有網民講笑稱，今屆
16強根本是美洲國家盃，
荷蘭和希臘是外卡參賽歐
洲隊。 ■記者 梁志達

世盃16強變「美洲盃」

世盃世盃DD組積分榜組積分榜
名次名次 球隊球隊 勝勝 和和 負負 得球得球 失球失球 球差球差 積分積分
11 哥斯達黎加哥斯達黎加 22 11 00 44 11 33 77
22 烏拉圭烏拉圭 22 00 11 44 44 00 66
33 意大利意大利 11 00 22 22 33 --11 33
44 英格蘭英格蘭 00 11 22 22 44 --22 11
註註：：哥哥、、烏出線烏出線；；意意、、英出局英出局。。

晉級表
荷蘭

30/06/14 00:00
福塔雷薩
墨西哥

哥斯達黎加
30/06/14 04:00

累西腓
希臘

F組首名
02/07/14 00:00

聖保羅
E組次名

H組首名
02/07/14 04:00

薩爾瓦多
G組次名

06/07/14 04:00
薩爾瓦多

06/07/14 00:00
巴西利亞

0/07/14 04:00
聖保羅

巴西
29/06/14 00:00
貝洛奧里藏特

智利

哥倫比亞
29/06/14 04:00
里約熱內盧
烏拉圭

E組首名
01/07/14 00:00

巴西利亞
F組次名

G組首名
01/07/14 04:00
阿萊格里港
H組次名

05/07/14 04:00
福塔雷薩

05/07/14 00:00
里約熱內盧

09/07/14 04:00
貝洛奧里藏特

14/07/14 03:00
里約熱內盧

決賽

13/07/14 04:00
巴西利亞
季軍戰

16強 8強 4強 決賽 4強 8強 16強

意軍出局意軍出局柏帥即請辭柏帥即請辭 隊友插巴神隊友插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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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亞連尼展示膊頭上

基亞連尼展示膊頭上

疑似牙印
疑似牙印。。

路透社路透社

■■咬伊雲洛域一幕則清咬伊雲洛域一幕則清
清楚楚清楚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挪威球迷估中蘇亞挪威球迷估中蘇亞
雷斯咬人雷斯咬人，，騷贏錢證騷贏錢證
據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林柏特拋靴贈林柏特拋靴贈
球迷球迷。。 美聯社美聯社

■■有三獅躉埋怨太早出有三獅躉埋怨太早出
局浪費球迷金錢局浪費球迷金錢。。

美聯社美聯社

■■馬治斯奧馬治斯奧（（中中））
被逐被逐。。 法新社法新社

■蘇亞雷斯咬功厲
害，網民為他套上
寵物用頭罩。

網上圖片

■■蘇亞雷斯似是將嘴挨向基

蘇亞雷斯似是將嘴挨向基

亞連尼膊頭
亞連尼膊頭。。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基亞連尼
基亞連尼（（左左））投訴被投訴被

蘇亞雷斯
蘇亞雷斯（（右右））咬膊頭咬膊頭，，

哨牙蘇則做出自己都是受

哨牙蘇則做出自己都是受

害者的反應
害者的反應。。

新華社新華社

■■ 柏 蘭 迪 利柏 蘭 迪 利
（（右右））與保方互與保方互
相擁抱安慰相擁抱安慰。。

路透社路透社

■■派路派路（（右右））和巴洛和巴洛
迪利賽前已有疲態迪利賽前已有疲態。。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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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甸高甸（（左左））背住龍背住龍
門入波門入波。。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