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賽波飛炒到15萬一張
世盃決賽阿根廷與德國當地時間13日將在馬拉簡拿球場對決，

據報波飛已被炒到最高2萬美元（約15萬港元），一票難求。

阿記者車禍亡 妻上網聞噩耗
巴西4強慘敗引發全國零星騷亂，但阿荷賽前晚上，到巴西採訪
的38歲阿根廷記者盧比斯所乘的士返酒店途中被1輛歹徒搶來的汽
車高速撞到，盧比斯被拋出窗外致死，據悉他太太還是透過看馬德
里體育會阿籍主帥施蒙尼的twitter才驚聞噩耗。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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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盃

為取得巴西世界盃決賽席位，阿根廷

與荷蘭昨晨於聖保羅合演了一場機關算

盡的博弈，美斯、洛賓等天才受制於嚴

密防守苦無機會，造就阿根廷門將羅美

路成為贏波功臣。在互射12碼時，這位

賽前鮮為人知的門神連救華亞爾和史奈

達的射門，助阿根廷以4：2力克荷蘭，

將重踏闊別24年的世盃決賽舞台，第3

次在決賽硬撼近屆對賽佔優的德國。

■■美斯嫂安東妮娜美斯嫂安東妮娜（（前排左前排左））與阿根廷女友太太團成員到場打與阿根廷女友太太團成員到場打
氣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麥斯洛迪古斯（右二）和迪米捷利斯激動落淚，沙
比拿（左）感謝球員。 新華社

■■羅美路救出史奈達的羅美路救出史奈達的1212碼碼。。美聯社美聯社

■■薩巴列達薩巴列達

■■羅美路救羅美路救1212碼碼
前看了看神秘前看了看神秘
筆記筆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贏盡所有榮譽的美斯就只差世盃冠軍，距夢想
僅一步之遙的他在阿根廷勝出後強忍激動的

淚水，忘形狂奔往功臣羅美路瘋狂慶祝。相隔24
年，阿根廷重回世盃決賽舞台，且正值阿根廷獨
立紀念日，令勝利別具意義。主帥沙比拿盛讚全
體球員的努力，但對決賽有所擔憂：「德國是今
屆世盃最強球隊，且他們比己隊多1天準備時間，
然而我們會盡全力爭勝。」

美斯被凍結無助獨立日贏波
賽前雙方為逝世的阿根廷名宿迪史堤芬奴默
哀。兩支素以進攻傳統見稱的球隊今仗以組織嚴
密的防守為球迷留下深刻印象，而巴西日前大敗
更令他們踢得保守。阿「球王」美斯與荷蘭「小
飛俠」洛賓都遭到嚴密看管，荷帥雲高爾起用了
傷癒復出的尼祖迪莊鞏固防中，跟常回防的左右
翼衛古積特與戴利白蘭特，一見美斯過半場就上
前硬朗招呼。
雖然無法威脅荷蘭大門，但球王仍透過吸引對
方防守為隊友製造殺機，但麥斯洛迪古斯加時下
半場糟蹋了美斯的美妙傳中，而洛賓面對阿根廷
出色的防守亦佔不了甜頭，黃金單刀機會又被神
勇的馬斯真蘭奴回防化解，雙方激戰120分鐘互無
紀錄要互射12碼。

連續兩屆8強不敵日耳曼戰車
在摩納哥做後備門將的羅美路成為晉級英雄，
先後撲出華亞爾及史奈達的射門，阿根廷則四射
皆中，最終阿隊以4：2淘汰荷蘭，粉碎後者世盃
首冠夢，亦是阿根廷24年來首度躋身決賽，將是
繼1986及90年後，第3度與德國會師冠軍戰，亦
是對上兩屆被「日耳曼戰車」在8強淘汰後冤家聚
首（詳見表）。

荷蘭有人拒射首輪12碼
向來奇招層出不窮的雲高爾今仗因換人名額用

盡，無法複製8強戰臨尾換告魯爾救12碼的奇蹟。而意外地派中
堅華亞爾主射首輪12碼，將接掌曼聯的雲帥解釋是因有兩名球
員拒絕擔此大任，卻沒透露具體名字。
再跟冠軍擦身而過，荷蘭中前場兩大主將洛賓和史奈達都心有
不甘，認為阿隊有意拖時間以待互射12碼。其中史奈達說：
「阿根廷將節奏拉得很慢，很遺憾我們的努力得不到應有回
報。」 ■記者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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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神救阿根廷門神救阿根廷
球王冇影球王冇影

禁區內零觸球
美斯「撈過界」

阿根廷對荷蘭全場120分鐘雙方得15次射門，半數
不中目標，羅美路真正撲救得1次。互射12碼前，龍
門架下的羅美路從褲袋拿出一張小紙條藏在掌心看了
一遍，果然救到首輪華亞爾及第3輪史奈達的射門，
但沒透露「貓紙」內容。阿根廷2006年世盃8強被淘
汰，德國門將列文就是在互射12碼前收到「教捉路」
的紙條，成功救險淘汰藍白軍。

「就是贏運 勝利獻家人」
「我說過最後互射12碼要鬥運，我們要享受這

刻，感謝現場球迷一直唱歌鼓勵己隊，」羅美路膺全
場最佳後喜道：「我將勝利獻給媽媽和老婆。」教練
沙比拿坦言，賽前沒特別要羅美路加練救12碼，「他
今天表現極佳。」
荷蘭隊主帥雲高爾07年執教阿爾克馬爾時將羅美
路從競賽隊帶到荷甲，是09年荷甲冠軍功臣。雲高
爾是役後坦言羅美路是自己教出來的，後者亦感
激伯樂說：「當時更衣室大家都說荷語，得雲
高爾用西班牙語和我交流，助我度過重要時
刻。」
2011年轉投意大利森多利亞後，羅美路上季

外借到法甲摩納哥淪為後備，如今成國家英雄，
定不愁前途。這位27歲門將在07、08年先後隨阿
隊贏得U20世盃及奧運金牌，09年開始漸漸穩

佔阿隊1號位置。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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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真蘭奴是阿根廷贏波的無名英雄，

完場前的關鍵飛剷更成功阻止了洛賓的單
刀，全場貼身防守亦令「小飛俠」威脅減
至最低。這名巴塞羅那防中悍將認為決
賽對德國除必須保持鬥志，更要踢得
聰明：「德國力量與技術兼備，我

們要製造空間並好好利
用，要用腦去比賽。」

■記者郭正謙

阿根廷在巴西踢世盃冠軍戰佔半
個主場之利，但作為南美世仇巴西
人就寧幫4強7：1屠殺「森巴兵」
的德國也不撐阿隊。巴西《蘭斯體
育》指阿國今仗進攻欠理想，並在
所有twitter文章寫上「我們全撐德
國」。36歲任職郵差的巴西球迷達
席瓦亦謂：「看到阿根廷在我們地

盤踢決賽，很讓人受傷，尤其在己隊慘敗後。」37歲的巴西躉奧
古斯托亦表示決賽「會暫時做德國人」。 ■記者 鄺御龍

■是役勇戰爆嘴的阿根廷翼衛薩巴列達：
從世盃開始我們就夢想着這時刻。
■阿根廷1986世盃冠軍老球王馬拉當
拿：阿根廷是馬斯真蘭奴與10人組成的。
德國現在自我感覺良好，有利我們。
■巴西前「球王」比利：祝賀阿根廷，急
不及待睇阿德決賽。
■阿根廷《民族報》：羅美路完成夢想般的比賽。
■德國《圖片報》：阿荷戰悶到令人想睡，大家都怕輸，怕決賽
會被德國再羞辱。
■意大利《米蘭體育報》：德國進攻恐怖，但阿根廷若保持防守
水準再加美斯，有望奪冠。 ■製表：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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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16強 8強 4強 決賽 4強 8強 16強

美斯昨晨世盃4強遭荷蘭中後場重點「照顧」，令這位阿根廷
王牌創下禁區零觸球及只有1次射門的尷尬紀錄，不過「球王」
仍然是阿根廷不可或缺的核心，今仗還是不斷走位為隊友製造空
間，甚至幫手回防。
面對擅於針對性佈陣的荷蘭主帥雲高爾，美斯經歷了世盃開賽

至今最艱難一戰，為填補迪馬利亞缺陣，美斯今仗需遠離禁區回
後幫手組織，全場120分鐘美斯只完成40次傳球，成功率亦得
80%，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全場未曾在禁區內觸球。不過在防守統
計中，他卻贏出4次對抗、5次搶截成功，還有3次犯規，顯示出
其鬥志及決心。
身為隊長的他亦一洗在球會巴塞羅那的內斂風格，有傳媒更捕
捉到美斯取代主帥沙比拿主持作戰會議的畫面。今場是美斯第92
次代表阿根廷上陣，超越老球王馬拉當拿排第6，但要同老馬看齊
就必須贏德國捧盃。另外，美斯因被抽中藥檢，隊友在更衣室慶
祝時沒現身。他在網上大讚阿根廷有「現象級」表現，期盼捧盃
夢幻時刻。 ■記者郭正謙

無名功臣：
對德國要用腦

巴西人寧撐德國

阿根廷挫荷蘭各界反應

阿德歷來世盃對戰成績
日期 地點 階段 賽果
2010/07/03 南非 8強 阿根廷 0：4 德國
2006/06/30 德國 8強 德國 1：1（12碼4：2）阿根廷
1990/07/08 意大利 決賽 前西德 1：0 阿根廷
1986/06/29 墨西哥 決賽 阿根廷 3：2 前西德
1966/07/16 英格蘭 分組賽 前西德 0：0 阿根廷
1958/06/08 瑞典 分組賽 前西德 3：1 阿根廷

■■羅美路早準備好寫上羅美路早準備好寫上「「1212碼運碼運
氣在我這邊氣在我這邊」」的底衫的底衫。。 路透社路透社

■■加時前圍圈傾戰術加時前圍圈傾戰術，，連沙比拿連沙比拿（（黑衣黑衣））也也
似要聽美斯似要聽美斯（（紅圈紅圈））下指令下指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阿根廷球迷抽巴西阿根廷球迷抽巴西
失七球水失七球水。。 法新社法新社

■■馬斯真蘭奴救命馬斯真蘭奴救命
一剷一剷。。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美斯((左左))和隊友入決賽的夢想成和隊友入決賽的夢想成
真真，，距冠軍只差一步距冠軍只差一步。。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