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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盃時的荷蘭相比，昨日的「橙軍」可
謂實力大打折扣，皆因不僅欠缺洛賓、

亨特拉爾和華亞爾這3名主力，也沒得幸運
女神眷顧，因後防主力真馬特居然在比賽末
段作自殺式回傳，給捷克翼鋒比拿射入致勝
球，以1：2的紀錄完場。
近年在世盃和歐國盃的外圍賽狂風掃落葉

捲起佳績的荷蘭，今次原來是自1994年世盃
外圍賽以來首度在外圍賽首輪輸波，接替了
雲高爾帥印的希丁克當然成為抨擊對象。希

帥在這場A組首場賽事延續雲帥的3412強攻型陣式，並由尹佩斯、史奈達和尼
祖迪莊等人正選上場，但捷克於上半場22分鐘先取得入球，及後希帥變陣成
433，下半場10分鐘即由中堅迪維積接應戴利白蘭特的傳球扳平，重現首勝曙
光。然而這希望竟在臨完場的一次犯錯幻滅。

不忿輸波怒火中燒
賽後希丁克沒有推卻過失，只是對「臨尾香」怒不可竭，希帥接受荷蘭電視
台NOS採訪時說：「我怒火中燒，需要冷靜下來。你不能在最後1秒如此輸
掉，那便是我遲了離開球場的原因。當然，你可把1：1的賽果帶回家，那算很
好，但我們竟愚蠢地任它溜走。我又再憤怒了。」他又在另一場合表明陣式並
非問題：「捷克利用我們的失誤而取得入球，當防守出現這種失誤，你就無法
以陣式來找藉口。」
雖然首戰全失3分是件憾事，但荷蘭的出線機會並未渺茫，皆因A組另一勁旅
土耳其居然在作客冰島時慘吞3蛋，鑑於同組另外2隊哈薩克和拉脫維亞實力一
般，只要把握餘下9場比賽，荷蘭要以小組首名出線仍大有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巴西世盃季軍荷

蘭，昨晨於2016年歐國

盃外圍賽出師不利，首場作

客捷克因「橙軍」後衛真馬

特臨完場前犯錯而遭到絕殺，以

1：2落敗。儘管隊中陣容殘缺不

整，但新任領隊希丁克向來都有領

軍佳績，只是這場挫敗令他今後的

部署更見考驗。

同樣是新官上任，意大利新領
隊干地的遭遇較希丁克好得多，
因意國在昨晨作客挪威的歐國盃
H組外圍賽首仗中，憑薩斯索羅
前鋒施蒙尼沙薩跟祖雲達斯後衛
邦路斯於上下半場各入1粒，以
2：0取得干地執教以來的首場非
友賽勝利。意大利亦延續了41場

各項賽事外圍賽不敗
佳績。
施蒙尼沙薩和邦路斯

這兩名入球功臣，前者
上周友賽荷蘭才首度為
國披甲，他除靠折射幸
運地取得「士哥」外，
下半場亦射中橫楣，全
場表現亮眼。賽後沙薩

表示：「我的入球很幸運，若非
折射的話，守門員應可輕鬆接實
皮球。」
連同上場以同一比數擊敗荷

蘭，干地已取得上任後2連勝，他
對球隊現況相當滿意：「這9日
內，我們已做到很棒的事情。」

■記者 鄺御龍

皇家馬德里快馬加里夫巴
利，昨晨為威爾斯上下半場
各入1球，從落後下反勝弱旅
安道爾，取得B組首場勝利。
自2004年10月戰勝馬其頓以
來，安道爾已連續51場未贏
過，其中44場是輸波，然而
今次他們在主場迎戰威爾
斯，竟於6分鐘憑12碼先開
紀錄。這個入球亦中止了安
道爾 18 場零入球的尷尬局
面。

儘管主隊是公認魚腩，但其人造草球場的質素極之差
劣，加上體力化踢法，讓威爾斯難以順利進攻。幸好加里
夫巴利在落後了16分鐘後，即用頭槌追平，而到臨完場前
10分鐘，「大聖爺」再以超靚自由球破網，沒令遠道而來
的威爾斯球迷失望而回。

艾朗藍斯扭傷腳踝
不過，威爾斯這場勝仗付出一定代價，因阿仙奴中場艾

朗藍斯被踢中導致扭傷腳踝，周末能否返回英超硬撼曼城
仍屬未知數。賽後巴利對球場大彈特彈：「那是我歷來踢
過最差的球場。不過，這對雙方也是一樣，所以我們比賽
前於更衣室已說過，無論如何都要全取3分。」

■記者 鄺御龍

巴利獨力救威爾斯

20162016歐國盃積分榜歐國盃積分榜
AA組組
排名排名 場數場數 勝勝 和和 負負 入球入球 失球失球 得分得分
11..冰島冰島 11 11 00 00 33 00 33
22..捷克捷克 11 11 00 00 22 11 33
33..哈薩克哈薩克 11 00 11 00 00 00 11
33..拉脫維亞拉脫維亞 11 00 11 00 00 00 11
55..荷蘭荷蘭 11 00 00 11 11 22 00
66..土耳其土耳其 11 00 00 11 00 33 00

BB組組
排名排名 場數場數 勝勝 和和 負負 入球入球 失球失球 得分得分
11..塞浦路斯塞浦路斯 11 11 00 00 22 11 33
11..威爾斯威爾斯 11 11 00 00 22 11 33
33..比利時比利時 00 00 00 00 00 00 00
33..以色列以色列 00 00 00 00 00 00 00
55..安道爾安道爾 11 00 00 11 11 22 00
55..波斯尼亞波斯尼亞 11 00 00 11 11 22 00

HH組組
排名排名 場數場數 勝勝 和和 負負 入球入球 失球失球 得分得分
11..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11 11 00 00 22 00 33
11..意大利意大利 11 11 00 00 22 00 33
33..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1 11 00 00 22 11 33
44..阿塞拜疆阿塞拜疆 11 00 00 11 11 22 00
55..馬耳他馬耳他 11 00 00 11 00 22 00
55..挪威挪威 11 00 00 11 00 22 00

盡攬今年歐聯和國王盃的西甲豪門皇家馬德里
（皇馬），昨日獲宣布將於歐洲球會協會
（ECA）舉辦之頒獎禮中榮登歐洲年度球會，據
報除了球場上的佳績外，助皇馬得獎還有會方的
社會公益活動。皇馬副主席盧比斯與公共關係總
監布達堅奴屆時會到日內瓦領獎。
今屆其餘獎項方面，蘇超的些路迪贏得最佳市
場推廣成就獎，而奧地利的薩爾斯堡紅牛則膺最
佳體育進步獎。
皇馬當家球星C．朗拿度（C朗）近日突傳欲離隊
再覓新機會，不止是重返曼聯，還指他或像前皇馬暨

曼聯球星碧咸那樣，為了配合另一半而離開。當年碧
咸是因應妻子維多利亞的時裝事業而遠走美國，如今
C朗則盛傳會隨俄國名模女友伊蓮娜到巴黎。

傳C朗跟女友去巴黎
據報伊蓮娜日前接受法國八卦媒體採訪時說：

「回巴黎，一直都是令我心動的想法。不是短期工
作，我希望能在那邊多呆些日子。那是否意味我應說
服C朗和巴黎聖日耳門簽約？」另外，皇馬宣布德國
防中基迪拉近日為左膝接受關節鏡檢查，但沒透露他
何時才復出。 ■記者 鄺御龍

皇馬皇馬榮封歐洲年度球會榮封歐洲年度球會

昨日在美國舉行的巴西對厄瓜多爾友賽，
車路士中場韋利安射入全場唯一入球，助
「森巴王國」小勝1：0。這亦是自世盃慘敗
後，鄧加當上新帥的連續第2場勝仗。
面對曼聯翼鋒路爾斯華倫西亞在陣的厄瓜

多爾，巴西早於上半場31分鐘便打破僵局，
車路士另一球員奧斯卡杜斯山度士開出罰
球，主將尼馬第一時間挑傳，繼而由韋利安
於小禁區外彈射入網。本來巴西下半場初段
還有機會，頂替傳因紀律問題而離隊的馬爾

干的丹尼路雷斯落底傳中，只是尼馬近距離
轟中門楣，否則已是2：0。
賽後鄧加沒回應有關馬爾干的事：「我想

今晚是看到一些好東西，我只有正面的事去
回應。球員面對兩支球隊（指上仗對哥倫比
亞和今仗）都踢得很好，因應狀況的困難程
度而提高能力，我覺得球員們已製造了最多
的射門機會。」巴西下場友賽是下月11日假
北京鳥巢跟阿根廷上演「南美打吡」。

■記者 鄺御龍

韋利安助巴西小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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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拿擬為列斯聯領軍
前利物浦球星科拿，現已申請去做英冠球隊列斯聯的領

隊。曾名遍歐洲的列斯聯，今季在英冠僅踢了6場便解僱
領隊賀加戴爾，令曾於2001至03年効力該隊的科拿有意
接任。同樣踢過列斯聯的哈索賓基亦被指有興趣接手。

球員被撞暈可停3分鐘
國際足協（FIFA）首席醫療官員近日提出一項動議，

指若有球員於球賽途中被撞暈，那麼球證便可立即叫停
比賽3分鐘，藉以檢查該球員是否出現腦震盪情況，保
障球員健康。有關動議要經FIFA高層接納才會實行。

加斯居尼打高球炒車
兩周前才涉酗酒被送院救治的前英格蘭球星加斯居尼，

近日在英國伯恩茅斯打高爾夫球時其高爾夫球車發生意外，
被指是該球場熟客的加斯居尼雖然駕車時車速不快，但車
子卻失控「炒車」，可幸他並無受傷。 ■記者 鄺御龍

去年退休的前曼聯領隊費格遜昨日主持一
個慈善拍賣會，他拿仍在「紅魔」時期的15
張經典照片籌款，藉此幫助他自2002年起便
擔任親善大使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這個只限受邀者出席的活動，來賓多屬和

曼聯有關的人士，而在拿作拍賣的照片中不
乏世界級球星，包括碧咸、C．朗拿度和史高
斯等，但最具意義的一張還是「紅魔」捧走
1999年歐聯的簽名合照，除費Sir外裡面還見
舒米高和舒寧咸等前曼聯球星。
雖然曼聯宣布去季錄得破紀錄的4.2億英鎊

（52.6億港元）營業額，而利潤亦高達2,500
萬英鎊（約3.13億港元），但不少足壇名宿

均對球會賣走剛為英格蘭射入2球致勝的韋碧
克到阿仙奴頗有微言，認為這宗1,600萬英鎊
（約2億港元）交易是蝕本生意。

名宿齊撐韋碧克
例如曾踢過「紅魔」短時間的前利物浦前

鋒奧雲，直言「那原本可是今夏的一大交
易」，暗指曼聯賣得太便宜。前曼聯兼英格
蘭隊長白賴仁笠臣亦表示「我仍想看到他作
為曼聯球員，那是我無法辦到的一步。他會
付出一切，那可是上佳的簽約」，認為阿仙
奴確是拾到好貨。韋碧克昨日亦開始了其阿
仙奴生涯，首次隨隊訓練。 ■記者 鄺御龍

費費SirSir拍賣名照行善拍賣名照行善

■費格遜的多幅舊照拍賣行善。網上圖片 ■韋碧克（右）獲名宿力撐。 法新社

■■荷蘭慘遭絕殺荷蘭慘遭絕殺，，
隊長尹佩斯失望至隊長尹佩斯失望至
極極。。 路透社路透社

■■捷克把握荷蘭後捷克把握荷蘭後
衛失誤衛失誤，，射入致勝射入致勝
一球一球。。 路透社路透社

■■邦路斯邦路斯（（右右））為意大利為意大利
射成射成22：：00。。 法新社法新社

■■新任新任「「橙帥橙帥」」希希
丁克未能再施魔丁克未能再施魔
法法。。 美聯社美聯社

■加里夫巴利成為威爾斯
贏波功臣。 法新社

■C朗（中）5月幫皇馬捧走歐聯獎盃。 資料圖片

■■韋利安韋利安（（左左））
射入厄瓜多爾龍射入厄瓜多爾龍
門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