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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盃

之前經常被批評在國家隊表現失色的美斯終在今屆世界盃顯露球王風範，昨晨對尼日利亞一戰，「球王」僅
花了2分26秒便在禁區內補射破網，為阿根廷先開紀錄，除助球隊以3：2力克對手於F組首名出線，更打破自
己職業生涯的最快入球紀錄，亦是自1958年來首位阿根廷球員小組3仗均有「士哥」，為自己日前27歲生辰送
上最佳禮物。此外，他更是今屆世盃3場小組賽全膺最佳球員的第1人。
日前度過27歲生日的美斯以一場完美表演為自己慶祝，主帥沙比拿大讚這位愛將狀態正處巔峰。巴西射手尼

馬今屆賽事主場出戰表現贏盡掌聲，阿根廷亦有美斯踢出身價，助球隊3連勝首名出線，對尼隊的梅開二度更
令他累積4個入球與巴塞羅那隊友尼馬並列射手榜首位。

21年未有斬獲任何大賽冠軍，阿根廷舉國上下均希望美斯能帶領球隊
笑到最後。面對肩上的重擔，美斯選擇為外間的瘋狂吹捧降溫，認為己隊
還會繼續進步：「我們正變得越來越強大，向着正確的方向前進，事實上
我們頭兩仗發揮不算太好。」

阿根廷有前冇後 主帥有微言
阿根廷為人所詬病的防守今仗仍未有改善，換邊後僅兩分鐘一次中
路盯防不緊讓阿密特穆沙有機可乘單刀破網，左閘馬高斯盧祖於
50分鐘的頭槌助阿根廷奠勝，將與瑞士爭入8強。防線制空力不
強外默契亦有不足，教練沙比拿承認有改善必要：「我們是進
攻型球隊，防守有些漏洞很難避免，整體上我們做得不錯，但
當然有改善空間。在淘汰賽防守一犯錯就會被懲罰，我們要踢
得更集中和硬朗。」

空有豪華鋒線 仍要靠個人努力
阿根廷防守不穩，豪華鋒線亦存在問題，希古恩狀態一般未能

發揮殺手本色，今仗傷出的阿古路踢法位置亦與美斯有重疊，致球
隊進攻不暢，單靠美斯和迪馬利亞的努力，恐難與同級勁敵抗衡。

■記者 郭正謙

美斯美斯最快士哥最快士哥連續3場膺最佳

阿古路受傷料緣盡世盃

尼日利亞中場巴巴端迪於
比賽第65分鐘被隊友奧根耶
奧拿斯禁區外一記重炮
「省」到手臂骨折，同樣傷
出的阿根廷主力射手阿古路
據報料需休戰21天，緣盡世
盃餘下賽事。

加雷世盃後轉戰俄超
阿根廷27歲中堅加雷今仗

賽前已談妥轉投俄超豪門辛
尼特，據報轉會費1,500萬
歐元（約1.5億港元），皇家
馬德里按合約分到750萬歐
元。他2012年已從皇馬轉會
葡超賓菲加，去年差點加盟
曼聯。 ■記者 梁志達世盃F組積分榜

名次 球隊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阿根廷 3 0 0 6 3 3 9
2 尼日利亞 1 1 1 3 3 0 4
3 波斯尼亞 1 0 2 4 4 0 3
4 伊朗 0 1 2 1 4 -3 1
註：阿、尼出線；波、伊出局。

昨晨薩爾瓦多新水源球場，高查尼
赫特換邊後為伊朗攻入在巴西的第1
球，令今屆世界盃成為繼1998年後
首次 32隊小組賽都有士哥的決賽
周。1：3不敵波斯尼亞，「波斯鐵
騎」以1和 2負出局，雖於F組包
尾，但總算不用空手返回亞洲，賽後
領軍3年的奎羅斯還是決定辭去主帥
一職。奎羅斯表示，伊朗隊員已拚盡
全力，「我不能怪他們。」他又稱讚
賽前已篤定無緣16強的波斯尼亞，
表現根本配得上出線16強。

迪斯高總算有士哥帶走
現年61歲的奎羅斯，2002至03及
04至08年在英超曼聯擔當時任領隊
費格遜副手，1991至93及2008至10
年曾執教自己祖家葡萄牙國足，也執
掌過皇家馬德里兵符一季，但成績遠
不如他做曼聯助教時彪炳。
首征世盃的歐洲新丁波斯尼亞雖頭

兩仗皆北篤定出
局，但昨晨憑曼城
前鋒迪斯高取得今屆
賽事第1球，加上比真歷和
華沙積域建功，總算在伊朗
身上以3：1挽回面子，獲歷
史性3分。主帥蘇錫感激
球員努力是避過成為「三
零部隊」的原因：「今場勝
利對我們很重要，我們可昂首
回家，而非以羞恥結束今屆世
盃之旅。」

薩市多入波 間接助植樹
巴西薩爾瓦多新水源球場至今踢了5

場比賽，共產生了21個入球，延續該市入
球高產量的特點。當地政府早前宣布該球
場每入1球均會種樹1,111棵，連同將法
國對瑞士賓施馬的無效入球計算在內，球
員目前已為薩市「貢獻」24,442棵樹。

■記者 梁志達、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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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亞雷斯在日前世界盃
D組最後一場分組賽

代表烏拉圭出戰意大利，下半場
咬對方後衛基亞連尼，後者拉拉開衣

領展示牙印，球證當時並無作出任何處罰，而烏
拉圭最終險勝1：0出線16強，並將意大利擯出局。

紅軍：要研究FIFA報告再評論
國際足聯賽後開紀律研訊，並於昨晚決定判罰這位27
歲球星在未來9場國際賽事不得上陣，以及未來4

個月不得參與足球相關活動，意味着10月底
之前的9場聯賽和3場歐聯，利物

浦都會缺少這員上屆以31
球高踞英超聯射手

榜首位的超級前鋒，亦將影響到烏拉圭明年美洲
國家盃的部署。
「紅軍」利物浦隨即發表聲明稱，要詳細研究

FIFA的調查報告才再作評論，現階段不會對蘇亞
雷斯有任何行動。英國《鏡報》傳出，紅軍隨時

準備羅致比利時新貴奧歷治取代阿蘇位置。蘇亞雷斯的律師巴爾比在
判決前曾表示，已準備好隨時為蘇亞雷斯上訴到底。
另外，香港足總原計劃藉烏拉圭9月作客友賽韓國，順道來港，在
9月9日約戰香港代表隊，作為慶祝香港足總百周年活動之一，但如
今蘇亞雷斯遭重罰，或令這場「港烏大戰」增添變數。

恐令「港烏大戰」增添變數
蘇亞雷斯在荷甲聯賽成名，助阿積士贏得荷蘭盃與聯賽冠軍後，2011
年利物浦以2,280萬英鎊（約2.9億港元）將其羅致麾下。上季英超大
爆發助利物浦一洗頹風以第2名收咧，與C．朗拿度平分歐洲金靴獎，
包攬了英格蘭球員公會足球先生、英超最佳球員等多項年度榮譽。哨
牙蘇好波球品卻備受爭議，包括3度在球場上咬人，上次是去年咬車路
士後衛伊雲洛域罰停賽10場，而2011年亦因用種族歧視用語侮辱曼聯
後衛艾拉而被罰停賽8場。 ■記者 梁志達、郭子龍

面對眾媒體球迷猛轟，烏拉圭總統與足
總均力撐這名國家隊英雄。烏國總統穆希
卡表示，沒看到蘇亞雷斯咬人，「足球比
賽中踢人或身體碰撞時常有。」烏足總方
面，蘇亞雷斯的代表律師巴爾比更質疑照
片上基亞連尼肩上牙印的可信性，他暗指
基亞連尼展示傷口的行為令外間獲得改圖

機會。他亦認為英格蘭與意大利因出局懷
恨在心，加上其他對手懼怕阿蘇的威脅，
令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為防球迷搞事，巴西當局已在烏隊下榻

酒店外派遣了兩輛裝甲車和30名武裝警
衛在附近巡邏維持治安。

■記者 郭正謙

英國索爾福德大學運動心理學家福西特認為，蘇亞雷斯的咬人
傾向或與其貧苦童年有關：「看看其成長經歷，他有7個兄弟
姐妹，成長環境相當艱苦。」他坦言這種咬人壞習慣已扎根他

心中，接受治療難有幫助。
心理專家馬古斯亦表示，成
年人咬人可能是一種發洩挫
敗感的方式。無論如何，咬
人影響到形象，其贊助商體
育品牌Adidas和另一博彩公
司已表明密切關注事件。其
中Adidas方面聞判後表示，
在世盃期間將不會再用蘇亞雷
斯作招徠，但未決定之後是否
棄用他。 ■記者 梁志達

心理專家析原因 Adidas世盃唔再用

裝甲車護阿蘇裝甲車護阿蘇
烏國疑牙烏國疑牙印印「「偽造偽造」」

停賽9場世盃玩完 烏拉圭晉級路堪憂

「咬人蘇」
4個月

坐坐 監監波波
國際足聯（FIFA）昨晚就蘇亞雷斯「咬人事

件」，決定重罰這位烏拉圭國腳停賽9場國際賽
事，4個月內不得參與任何與足球相關活動，並
罰款10萬瑞士法郎（約87萬港元），停賽期由
周日烏拉圭對哥倫比亞的16強生效，換言之，「蘇

神」提早緣盡世盃決賽周，烏拉圭缺少這員
小組次輪復出即梅開二度的入球靈魂，嚴重
打擊到16強贏哥倫比亞的希望。

■■迪斯高迪斯高（（右右））射入射入
成成11：：00。。 美聯社美聯社

■■奎羅斯奎羅斯（（右右））賽後同高查賽後同高查
尼赫特握手尼赫特握手。。 法新社法新社

■■或許是嫌沙比拿或許是嫌沙比拿
太多聲氣太多聲氣，，阿根廷阿根廷
前鋒拿維斯竟在這前鋒拿維斯竟在這
位一軍之帥身邊喞位一軍之帥身邊喞
水水，，還有水滴中沙還有水滴中沙
帥的帥的「「地中海地中海」。」。

法新社法新社中招中招

■■或許是嫌沙比拿或許是嫌沙比拿
太多聲氣太多聲氣，，阿根廷阿根廷
前鋒拿維斯竟在這前鋒拿維斯竟在這
位一軍之帥身邊唧位一軍之帥身邊唧
水水，，還有水滴中沙還有水滴中沙
帥的帥的「「地中海地中海」。」。

法新社法新社

■■蘇亞雷斯提早告別今屆世

蘇亞雷斯提早告別今屆世

界盃界盃，，1010月尾之後再見
月尾之後再見。。

■■酒店職員扮咬膊酒店職員扮咬膊
頭頭，，基亞連尼也笑基亞連尼也笑
了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蘇亞雷斯在酒店蘇亞雷斯在酒店
現身現身。。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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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02/07/14 00:00

聖保羅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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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01/07/14 00:00

巴西利亞
尼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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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古路退下火線阿古路退下火線。。路透社路透社

■■加雷加雷（（左左））
傾掂轉會傾掂轉會。。

■■尼日利亞隊長尤保賽前將疑尼日利亞隊長尤保賽前將疑
似生日禮物送給美斯似生日禮物送給美斯。。

■■馬高斯盧祖
馬高斯盧祖（（右右）、）、迪馬利亞

迪馬利亞

戥美斯戥美斯（（左左））高興高興。。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