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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盃

身高1.93米的告魯爾，成為雲高爾教
練在8強戰中最重要的奇兵。有報道指，
這位紐卡素鋼門過去7星期，一直與守門
員教練苦練及鑽研撲救12碼的秘技，告
魯爾賽後也承認，自己曾進行針對性部
署。
「這是大家努力7星期的成果，你們可
以看見，全隊23人都付出了努力。對我
來說，是美夢成真！我和守門員教練賀克
已早作準備。」被問到進入互射12碼時

是甚麼感覺，告魯爾仍然如在夢中，「真
的很不尋常。我整場比賽都坐在後備席，
然後教練就告訴我應付互射12碼，我真
不知道該說什麼。如像一場夢，難以置
信。」
荷蘭在世界盃和歐洲國家盃，過去5次

「點球大戰」只贏1次，告魯爾替橙衣軍
團改寫劣績。不過，這位門神在紐卡素効
力期間，20次救12碼，只成功2次。話
雖如此，橙衣兵團隊員們對於這位「神

龍」信心十足，更認為「點球大戰」的勝
利是意料之中。「我們早知告魯爾是撲救
12碼的能手。」隊長尹佩斯讚揚雲高爾
調動3個後備球員名額，堪稱完美。而馬
田斯恩迪更強調，告魯爾是救12碼的最
佳人選。「我們一點都不詫異，雲高爾善
於改變戰術。告魯爾擅長救點球，他不單
心理質素好，人也特別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子龍

貴為今屆決賽周的「長勝軍」，
荷蘭面對哥斯達黎加這支奇

兵，雖然全場攻門20次，但面對表現
超水準的對方門將基羅拿華斯，顯得
無計可施，法定90分鐘，「歐洲鬱金
香」在末段先後有史奈達的罰球及尹
佩斯的施射打中龍門框。而當進入加

時賽，史奈達同樣在最後關頭放冷箭
中橫楣。

早有預謀換入告魯爾
眼見激戰即將進入「互射12碼」，
一直留着最後一個換人名額的荷蘭教
練，在最後一刻派出告魯爾入替今場

作出了7次撲救的施利臣，他承認這
一着是早有預謀。「荷蘭全場都有入
球機會，奈何無法開紀錄，對方末段
也有良機，若非施利臣，我們早已出
局了。每個球員都有優點，告魯爾撲
救12碼較佳，我們賽前也沒有告訴施
利臣這變動，因為會影響他集中精
神。派出告魯爾只是因為他撲救範圍
較大，以及較多救點球經驗。」雲高
爾說。
戰術大師的兵行險着，改變了荷蘭

的命運。「橙衣兵團」首4輪包括尹
佩斯、洛賓、史奈達、古積特全部射
入，而告魯爾在對方5輪點球過程
中，不單全部成功「捉路」，而且在
第2及第5輪，救出拜仁雷斯及烏馬
拿的射門，令荷蘭毋須進入最後一
輪便提前勝出「點球大戰」。
「事前我指示告魯爾及作出安排，

他很清楚對方處理12碼的方向，這些

都要在事前好好準備，如今幸運地成
功了。當然，若最終不成功，那都是
我的錯。」成功過關，荷蘭在4強硬
碰阿根廷，雲高爾顯得信心十足。
「我看了阿根廷對比利時的上半場，
我認為比利時踢得更好。當然，美斯
個人能力極高，但我不覺得荷蘭的攻
力遜於阿根廷。」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子龍

雲高爾神調度
荷蘭奏凱「 」

互射12碼前換入告魯爾兩救點球

荷蘭荷蘭「「戰術大師戰術大師」」雲高爾再次在巴西世雲高爾再次在巴西世

界盃表演界盃表演「「點石成金點石成金」！」！橙衣兵團在橙衣兵團在88

強對哥斯達黎加強對哥斯達黎加，，法定法定9090分鐘無法撕破分鐘無法撕破

超級黑馬的鐵桶陣超級黑馬的鐵桶陣，，加時仍陷於僵局加時仍陷於僵局，，

雲帥在百二分鐘的最後一刻雲帥在百二分鐘的最後一刻，，換入後備守換入後備守

門員告魯爾應付門員告魯爾應付「「點球點球」，」，結果這位英超結果這位英超

紐卡素福將紐卡素福將，，在互射在互射1212碼作出兩次成功撲碼作出兩次成功撲

救救，，荷蘭最終在荷蘭最終在「「點球大戰點球大戰」」險勝險勝44：：33

晉級晉級，，將與阿根廷爭入決賽將與阿根廷爭入決賽。。

告魯爾苦練鑽研12碼秘技

說荷蘭教練雲高爾是今屆世界盃的
戰術大師，絕非過譽。由「死亡B
組」展開，至8強憑互射12碼過關，5
場比賽都體現了雲帥調兵遣將的膽
識。

分組賽 荷蘭 5:1 西班牙
荷蘭首戰狂勝衛冕的西班牙5：1，

雲高爾在「橙衣兵團」下半場反先2：
1之後，換入韋拿杜姆加強中場的壓
迫，成功令「鬥牛軍」防線接連犯
錯，讓迪維積及尹佩斯建功，雲帥眼
見橙軍將比數拉開，再加入祖爾韋特
文及謝門蘭斯，加快三線的壓迫速
度，結果讓洛賓找出多一個入球，荷
蘭取得決賽周最重要的第1勝。

分組賽 荷蘭 3:2 澳洲
橙軍的第2戰，首45分鐘被澳洲逼

和1：1，雲高爾在半場最後一刻，由
迪比入替馬田斯恩迪，減少一個後
防，多踢一個中場，這位効力燕豪芬
的20歲新秀，換邊後先助攻給尹佩斯
建功，繼而再交出一個入球，協助荷
蘭反勝3：2。

分組賽 荷蘭 2:0 智利
鬱金香的最後一戰，面對南美的智

利，一直陷於苦戰，雲高爾在69分鐘
開始，6分鐘內，先後換入迪比及利萊
費亞，加快進攻節奏。利萊費亞入場
後第一次觸球，更為橙軍打破僵局，
而迪比在補時階段錦上添花，協助荷
蘭淨勝2：0。

16強 荷蘭 2:1 墨西哥

進入淘汰賽階段，荷蘭遇上墨西哥，再次從逆境
中出發。換邊後3分鐘被杜斯山度士偷襲得手。雲
高爾眼見橙軍落後，除了再次換入迪比，更在76
分鐘抽起尹佩斯，調入亨特拉爾，同時把握下半場

的「飲水時間」，向橙衣兵團所有球員下
達指令，將整個局面徹底扭轉。亨特

拉爾先在88分鐘助攻給史奈達怒射
扳平；繼而在補時4分鐘，把握洛
賓博回來的12碼，親自主射建
功，帶領荷蘭反勝2：1，死裡
逃生。

8強
荷蘭 0(4):(3)0 哥斯達黎加
荷蘭與哥斯黎達加激

戰120分鐘打和0：0，
雲高爾在加時下半場完場
前換入後備門將告魯爾，
這名替補門將在互射12
碼階段撲出哥斯黎達加
兩輪射門，相反荷蘭4輪
全中，結果荷蘭勝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子龍

比賽技術統計
荷蘭 0(4)：(3)0 哥斯達黎加
20（15） 射門（中目標） 6（3）
11 角球 1
13 越位 2
820（670） 傳球（成功）次數 454（305）
82% 傳球成功率 67%
64% 控球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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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時間一場不敗
哥斯達黎加昂首離開
經歷殘酷的12碼大戰，今屆世界盃最

大「黑馬」哥斯達黎加止步8強，這是他
們在世界盃上的最好戰績。毫無疑問，
2014年夏，哥斯達黎加締造了綠茵場上
的「史詩」，能夠從「死亡之組」率先晉
級，面對烏拉圭、意大利、英格蘭，之後
16強對希臘，8強對荷蘭，5場比賽法定
時間保持不敗。其中，門將基羅拿華斯繼
續扮演着「史詩」中的「英雄」，此前4

場比賽，他僅失兩球；昨日面對進攻犀利的
橙衣軍團，這位該仗「MVP」在120分鐘內
貢獻出7次精彩撲救，幾乎憑一己之力將球隊
帶入12碼大戰。
雖然最終在互射12碼負於荷蘭8強出局，但曾在1990年

世界盃將哥斯達黎加首次帶進16強的名帥米路天奴域賽後認
為，「我為哥斯達黎加感到驕傲，他們頑強地堅持到了120
分鐘。面對實力更強的荷蘭隊，防守反擊戰術很堅決。」

主帥：我們沒有被打敗
「在來到巴西前，很多人不相信我們，但是我們做了一

件讓所有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儘管我們不得不離
開，但是我們沒有被打敗，因為我們被賦予了超強的能
力。」離別之際，哥斯達黎加主帥賓度說。基羅拿華斯也
驕傲地說：「我們並沒有輸掉一場常規時間內的比賽，被
荷蘭淘汰也只是倒在了12碼大戰上。」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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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前鋒洛賓面對哥斯達黎加一戰中依
然展現極高的侵略性，屢屢撕裂哥斯達黎
加防線，賽後洛賓形容這場比賽就像是打
欖球。
比賽開始後哥斯達黎加的確盯防

洛賓，洛賓只要一拿球，至少都有
2名球員上來守他。洛賓賽後認為
對手的防守讓他非常辛苦，他表
示：「這場比賽真的有點累，真的
非常辛苦，好像打完一場欖球比
賽。」洛賓全場觸球97次，傳球
成功率 86%，5次射門、1次搶
斷，有多達8次的過人，可見這名
荷蘭前鋒能夠給對手後防造成不小
壓力。雖然比賽是用12碼決定勝

負，但洛賓認為此場比賽的表現，荷蘭值
得搶下這場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哥斯達黎加大戰荷
蘭，哥國國內球迷聚
集在首都聖何塞的一
個廣場上觀看這場比
賽，然而賽後因為球
隊輸波，現場發生了
騷亂，一名球迷被人
從背後襲擊，鮮血直
流，場面慘不忍睹，
此外還有兩名球迷被
刺傷。 法新社

輸波騷亂

荷阿對決 經典復仇戰

隨着荷蘭在12碼大戰中4：3淘
汰哥斯達黎加，巴西世界盃4強全
部產生，4支傳統勁旅巴西、德
國、阿根廷、荷蘭會師4強。
荷阿之戰卻具有最足看點，兩

隊在世界盃史上的交鋒無一不成
經典。1974年德國世界盃，荷蘭
與阿根廷在小組賽中相遇，這是

雙方的第1次世界盃交鋒，橙衣軍
團4：0大勝阿根廷。4年後，阿
根廷在本土舉辦的世界盃決賽中
成功復仇。當時如日中天的荷蘭
是奪冠熱門，但此役90分鐘內雙
方戰成1：1，阿根廷憑藉加時賽
中的兩個入球以3：1獲勝，首次
登上冠軍寶座。
球迷們印象最為深刻的當屬

1998年的法國世界盃，這一戰幾
乎展示了綠茵賽場可能呈現的一
切精彩，柏金為荷蘭首開紀錄，
盧比斯反越位成功單刀扳平。比
賽結束前，柏金以當屆世界盃最
精彩的一個入球，將阿根廷淘汰

出局。2006年德國世界盃，雙方
又於「死亡之組」狹路相逢，0：
0的結果讓雙方攜手晉級。如今，
這兩支均有冠軍相、且有着40年
「恩怨」的歐美強強對話，必將
帶來另一場經典的「復仇戰」。

■中新社

「荷阿」世界盃對賽往績
2006德國 分組賽 和0:0
1998法國 8強 荷蘭勝2:1
1978阿根廷 決賽 阿根廷勝3:1

(加時)
1974西德 次階段 荷蘭勝4:0

分組賽

■伯金（右）對阿根廷時射入經典
一球。 網上圖片

■■洛賓洛賓((右右))被對手撞被對手撞
倒倒。。 路透社路透社

■■賓度賓度((右右))及門將基羅拿華斯及門將基羅拿華斯
（（左左））向球迷道別向球迷道別。。 法新社法新社

■■雲高爾雲高爾((右右))賽後擁抱賽後擁抱
告魯爾告魯爾。。 新華社新華社

■荷蘭射贏12碼。新華社

哥

■■告魯爾告魯爾((左左))被換入被換入。。新華社新華社

■■告魯爾撲出告魯爾撲出
1212碼碼。。 新華社新華社

■16 強鬥
墨 西 哥
時，雲高
爾調入亨
特拉爾建
奇效。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