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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世界盃的總入球早在16強還未完成時，已超越上屆世界盃
入球總和。但當翻查數據統計，位列射手榜首位的是已被淘

汰的哥倫比亞「10號仔」進攻中場占士洛迪古斯(J洛)，5場比賽攻
入6球，成為2002韓日世界盃巴西球星李華度之後，首位
在世界盃前5場連續取得入球的球員；而阿根廷的美斯、
德國的湯馬士梅拿以及巴西的尼馬均攻入4球，傳統意
義上的中鋒「9號仔」，在今屆世界盃只有荷蘭的尹佩斯
攻入3球，而阿根廷射手希古恩要待至8強才能「開
齋」。
對於「9號仔」在世界盃失色的現象，英格蘭前國腳、

「9號仔」標誌人物舒利亞遺憾地說：「傳統中鋒『9號
仔』已經在本屆世界盃絕種。雖然今屆世界盃的進攻讓
人振奮，入球也非常多，但是傳統中鋒彷彿已經成為一
個垂死的品種，當查看最佳射手榜時，便會發現不知道
怎麼再去定位『9號仔』了。」

「10號仔」獨當一面
舒利亞感慨現今足壇形勢的發展：「典型的中鋒在今

屆巴西世界盃沒有突出的地位，反而肩負『10號仔』任
務的進攻核心成為今屆世界盃的寵兒，美斯、尼馬、湯
馬士梅拿、J洛都在本屆世界盃有出色表現。我為英格蘭
踢球時，陣中『10號仔』舒寧咸的比賽目標，就是為
了讓我更容易入球。不過，現今的『9號仔』相比起
『10號仔』，能力差距甚大，如巴西前鋒費特，加
上球隊比賽戰術不再重視『9號仔』，所以傳統

中鋒踢法，已成為足球壇過時之
物。就如今屆世界盃中，荷

蘭、巴西及阿根廷，這3支球隊都
在他們陣中的『10號仔』帶領下，
殺入最後4強，這就是印證『9
號仔』瀕臨絕種的最佳例
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荷蘭日前在世界盃8強淘汰賽，憑互射十二碼擊敗
哥斯達黎加，晉級4強，在加時最後階段入替的門將
告魯爾，在互射十二碼撲出對方2個射門，成為致勝
功臣，但賽後有哥斯達黎加球員批評告魯爾騷擾對
手。告魯爾昨日回應時不認為自己做錯，解釋當時只
是說知道對手的射門方向，態度亦非挑釁。告魯爾又
說，如果在4強賽對阿根廷時要互射十二碼，仍然會
這樣做。
荷蘭主帥雲高爾在該仗的「換門將」策略贏得不少

讚賞，但意大利名宿簡拿華路就批評換走正選門將施
利臣的做法是不尊重球員，他說：「試想像一下，不
管誰站在龍門之下，都知道自己得不到教練百分百的
信任。」
另外，荷蘭快翼洛賓早前承認曾在對墨西哥一役

「插水」，賽後備受輿論批評，對於事件至今仍爭論

不斷，洛賓感到相當不滿，甚至爆粗回應說：「最近
這幾天，不斷有人討論插水的事情，而事實上就是，
我已經懶得理這些狗屎了！」

橙軍被迫轉酒店
正備戰對阿根廷的「橙軍」，昨日突然要遷出正在

巴西入住的酒店，原因是盛傳酒店房間因要給予國際
足協高層及贊助商等入住。「橙軍」在上屆南非世界
盃殺入決賽，但是國際足協沒有為他們繼續預留原本
入住的酒店，最終也要轉換酒店。
荷足總主席雲奧斯甸說：「4年前與4年後，根本沒

分別。」換酒店一事，未知會否影響荷蘭備戰4強鬥
阿根廷，不過中堅華亞爾有傳因膝傷上陣成疑，相反
早前拉傷大腿肌肉的阿根廷射手阿古路則已恢復操
練，有望鬥「橙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英超球隊利物浦已就比利時年輕國腳
奧歷治的轉會費與法甲里爾達成共識，為了得到這名「希望之
星」，利物浦同意向里爾支付1000萬鎊，將在本周與這名前鋒商討
個人合約。
奧歷治在今屆巴西世界盃上一舉成名，在與俄羅斯的分組賽中，

為「歐洲紅魔」攻入制勝一球。另外，據《泰晤士報》和《每日電
訊報》等多家英媒確認，利物浦亦已經向葡超賓菲加20歲天才球員
馬高域開價2500萬英鎊求購，這樁交易極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官
方確認。馬高域及奧歷治都極有可能成為利物浦今夏第4簽。

洛夫雲心繫紅軍
此外，「紅軍」對修咸頓中堅洛夫雲的興趣眾所周知，在領隊普

捷天奴、列基林拔、拉爾拉拿及勞基梳爾相繼離隊後，洛夫雲認為
球隊已經完全失去野心，並指如果球隊留下一眾主將，他會選擇與
球隊共同進退。然而現在的情況是，洛夫雲已經沒有留下的原因，
他「心繫紅軍」說：「我感到在聖人(修咸頓)已經沒有留下來的價值
了。老實說，我心已在利物浦。」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意大利射手巴洛迪利及葡萄牙球星
C朗拿度雙雙失意世盃後，二人已開
始度假「叉電」。正在邁阿密度假的
巴洛迪利，與身穿火辣三點式泳衣的
未婚妻 Fanny Neguesha 在沙灘嬉
水，表現親密，或許是放假心情大
好，巴神放下戒心，不慎被傳媒拍攝
到在酒店露台煲煙。世盃後辭去意軍
主帥的柏蘭迪利，昨日被確認成為土
耳其球隊加拉塔沙雷新教練。
另外，C朗拿度早前與俄羅斯超

模女友伊蓮娜雙雙赴希臘度假散
心，二人可謂形影不離，昨日伊蓮
娜便將一張與C朗面貼面的自拍大
頭照片放上社交網站，與粉絲分
享。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將會接掌英超曼聯的荷蘭教練雲高爾，周日再聘舊部加盟
「紅魔」，現年43歲的史杜雲保，將在曼聯擔任助教工作，輔
助傑斯。
史杜雲保曾為雲高爾麾下的荷蘭U17及U21教練，帶領荷蘭

U17贏得2次歐洲國家盃冠軍，加盟後將為曼聯培訓年輕球員。
另外，有傳雲高爾將改變曼聯的踢法，轉用「343」陣式，目前
正努力尋找合適該陣式的中堅人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救十二碼前擾敵
告魯爾不認錯

利物浦千萬購奧歷治

世界盃歷史上最佳射手和冠軍球隊多
見「相沖」，自1994年美國世界盃開始
的5屆賽事中，只有2002年的巴西射手
朗拿度榮膺金靴獎，並協助球隊第5度贏
得世盃冠軍，實現球隊和個人的「雙
贏」，其餘4屆世界盃最佳射手都不是來
自冠軍球隊。目前，哥倫比亞中場占士
洛迪古斯(J洛)暫以6球位列射手榜首
位，以2球優勢領先，大有機會將這個宿
命延續下去。

目前在射手榜共有3名球員取得4個入
球，並列次席，分別是尼馬、美斯和湯
馬士梅拿，由於尼馬遭到重創，已肯定
無緣今屆賽事，J洛的金靴獎最大對手相
信只餘美斯和湯馬士梅拿，連同4強和決
賽或季軍戰，二人尚餘2場比賽可爭取入
球，不過戰至淘汰賽階段，各支球隊加
強防守，令比賽入球數字大降，故美斯
和湯馬士梅拿也未必可後上超越J洛的6
球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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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高爾續組紅魔教練團

柿谷曜一朗投巴素利
日職球隊大阪櫻花昨日宣布，今屆日

本隊世盃成員、現年24歲的射手柿谷曜
一朗將出國搵食，加盟瑞士球隊巴素
利。

阿爾及利亞主帥離隊
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日前開腔

表示，希望帶領球隊歷史性首躋世盃16
強的主帥夏利荷錫可繼續留任，但這名
61歲波斯尼亞籍教練周日落實離隊，預料下周將執掌土耳其
球隊特拉布宗。

平均入場人數史上第二
國際足協周日透露，在巴西世界盃已進行的60場比賽中，

已有超過316萬名觀眾現場觀賽，平均上座率為98.3%，平均
每場入場人數為52,762人，超越2006年德國世界盃的52,491
人，成為史上第2，最多紀錄是1994年美國世界盃時的
68,991人。

艾殊利高爾加盟羅馬
未獲車路士續約的英格蘭33歲後衛艾殊利高爾(A高)，昨日
已抵達羅馬，將以自由身加盟該支應屆意甲亞軍球隊。羅馬
昨日在社交網站twitter留言歡迎A高：「歡迎來到羅馬，艾
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球場內外

2014巴西世界盃至今已完成60場比賽，32支參賽

球隊中，有近半球隊的傳統中鋒(9號仔)顆粒無收，這

一尷尬現象凸顯「9號仔」在球場上已經過時；更尷

尬的是前12場淘汰賽(16強及8強)攻入的22球，能取

得入球的「9號仔」只有後備登場的亨特拉爾以及盧

卡古，入球數字甚至遠遠不及後衛，難怪英格蘭老牌

「9號仔」舒利亞慨嘆，「9號仔」瀕臨絕種！

J洛奪金靴獎機高

進攻核心 vs 傳統中鋒
哥倫比亞

占士洛迪古斯 vs 積臣馬天尼斯
400 上陣分鐘 194
6 入球 2
2 助攻 0
9 射門次數 5
8 命中目標次數 2

德國
湯馬士梅拿 vs 高路斯
472 上陣分鐘 135
4 入球 1
2 助攻 0
12 射門次數 3
6 命中目標次數 1

阿根廷
美斯 vs 希古恩
453 上陣分鐘 412
4 入球 1
1 助攻 1
15 射門次數 11
7 命中目標次數 4

巴西
尼馬 vs 費特
457 上陣分鐘 402
4 入球 1
1 助攻 0
14 射門次數 11
9 命中目標次數 4

荷蘭
洛賓 vs 尹佩斯
362 上陣分鐘 480
3 入球 3
1 助攻 0
9 射門次數 13
8 命中目標次數 10

戰術不重視 入球重心轉移

■■巴神在
酒店露台
煲煙。
網上圖片

■美斯（左）的
影響力遠超希古
恩。 資料圖片

■湯馬士梅拿(下)是德國
福將，而高路斯（上）則
較少上陣。 資料圖片

■■巴西前鋒費特巴西前鋒費特((右右))表現差勁表現差勁，，
完全比不上尼馬完全比不上尼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洛賓洛賓((左左))在今屆世盃的光芒蓋過尹在今屆世盃的光芒蓋過尹
佩斯佩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占士洛迪古斯占士洛迪古斯((左左))完完
美詮釋美詮釋「「1010號仔號仔」」一一
詞詞，，右為積臣馬天尼右為積臣馬天尼
斯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奧歷治奧歷治((左左))
傳將以傳將以 10001000
萬鎊加盟紅萬鎊加盟紅
軍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柿谷曜一朗出國
搵食。 資料圖片

■阿古路
(前)已重
投訓練。
美聯社

■告魯爾
積 極 備
戰。
路透社

■雲高爾找來史杜雲保輔
助助教傑斯。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