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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達爾：我辜負大家期望
因醉駕險些兒闖了大禍的智利中場維達爾，昨日在記招上哭着稱其醉駕
行為辜負了所有人的期望。維達爾要克服情緒問題，加上前鋒阿歷斯山齊
士（A 山）腿部不適，為智利明早對玻利維亞的美洲國家盃 A 組最後一輪比
賽蒙上陰影。（now681 台周六 5:00a.m.
直播）

的一間酒店出席活動，回程時發生車禍。目前維達爾被智利一名法官批准有
條件獲釋，他必須每月向司法部門簽字報到，調查期間他的駕駛執照將被暫
扣。
對於愛將闖禍，聖保利在記招上表明教練組不會將維達爾逐出國家隊。
「對我們來說，維達爾是非常有價值的球員。他犯了錯，但嚴重性還不至於
要踢出球隊。我們要對他負責，因是我們給球員放假的。」

准有條件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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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山操練受傷

維達爾在簡短的記招上情緒激動，聲音
哽咽，他沒接受任何提問，開場就說：
「我去了賭場，喝過兩杯，發生車禍。我
將妻子的生命置於危險境地，也讓許多人
的生命受到威脅。我非常後悔我的行
為。」維達爾前日是趁智利國足領隊聖保
利給予的半日假期，開車偕妻去57 公里外

與此同時，阿仙奴射手 A 山昨日操練時懷疑受傷，之後他已立即進行磁力
共振檢查，有關方面並未公佈結果，但無論如何，二人的狀況都會對智利鬥
玻利維亞一役構成影響。目前智利和玻國分別積 4 分和 0 分，基於另一場墨西
哥對厄瓜多爾（now681 台周六 7:30a.m.直播）的賽事，前者同樣是獲 4 分，
若智利遭玻國大炒就隨時因得失球關係而影響出線機會，所以智利的順利出
線條件是坐和望贏。
■記者 鄺御龍

攻力弱成致命傷

巴西輸波兼失主將 出線勢危

美洲國家盃昨晨爆出冷門，哥倫比亞打破 24 年不勝巴西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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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 1：0 擊敗「五星巴西」，目前哥國跟巴西以及今早才有
比賽的委內瑞拉同積 3 分，哪隊可晉身淘汰賽要看最後一戰才有分曉。亦因主將尼馬領
紅牌，無法在今後兩仗上陣，進一步加深「森巴軍團」的出局危機。

首戰艱辛擊敗秘魯的巴西，當然想向意外不敵委
內瑞拉的哥倫比亞施下馬威，多拿3分穩保出線

資格。然而哥國面對巴西沒有畏縮，一開賽就全線壓
上，雖然求勝心切屢傳失球，浪費進攻機會，但在上
半場 35 分鐘仍是由哥國藉開出自由球的一輪混亂
後，後衛謝臣梅里路在無人看管下率先破網，領先
1：0。

完場後互推 尼馬領紅牌
換邊後，巴西即使以迪亞高泰達利換走伊利亞斯文
迪斯，攻擊力仍未有明顯改進，更幾乎在臨完場前 2
分鐘被哥國的皇家馬德里中場占士洛迪古斯「放冷
箭」偷襲成功。補時階段，尼馬和對方前鋒卡路士巴
卡發生口角甚至推撞，到球證鳴笛完場後二人繼續互
推起來，結果雙雙被罰紅牌，尼馬下場無法披甲。今
次是哥國相隔 24 年後再贏巴西，一洗多年不勝頹
風。
賽後尼馬直指球證有一定問題，令他上半場吃黃

牌：「似乎規則總是針對着我。那個擦去泡沫噴霧線
的人沒受罰，倒是我要吃黃牌。球碰到我的手，但我
並非故意，當時我是跌低，然後就給我黃牌。是球證
水準太差才發生這一切。」對於和對手發生衝突，尼
馬承認是有錯，但未有為此道歉。其巴塞羅那兼巴西
隊友丹尼爾則指對方常去挑釁尼馬，試圖讓他緊張起
來。車路士中場韋利安亦替尼馬經常受到粗野攔截抱
不平。

或無法參加8強戰
最擔心現況的是巴西主帥鄧加，他在賽後記者會表
示，巴西必須學會在沒有尼馬下作賽，因尼馬既是累
滿兩張黃牌，還拿到「直紅」可能連 8 強都無法參
戰。「我必須到明天才開始去想怎樣踢下一場。我們
曾在沒有尼馬下作賽，我們會做好準備，我畢竟有一
支隊伍。我當然願意他在隊中，但如他不在，我們也
得想辦法去解決問題。」這次落敗亦是鄧加去年上任
後的首場失利。
■記者 鄺御龍

尼馬尚缺領袖風範
在美洲盃小組賽首輪，尼馬一傳一
射率領巴西逆轉絕殺秘魯，然而昨晨
面對哥倫比亞時，渴望救星的巴西卻
等來被「魔鬼」附體的尼馬，全場比
賽 1 張黃牌，賽後又被追加 1 張紅
牌。無論情緒還是表現，尼馬距離成
為領軍人物都有不小差距。

周圍沒夥伴「補鑊」
今仗的黃牌加上首輪的那面黃牌，
兩場比賽共得 2 黃 1 紅的尼馬已無緣
小組賽末輪以及可能的 8 強賽事，甚
至還會被追加處罰。繼去年世界盃
後，再次缺少尼馬的巴西能走多遠已
屬未知數。過去一個賽季，

「MSN」在巴塞羅那（巴塞）順風
順水，在尼馬身邊還有美斯和蘇亞雷
斯，即使他偶有失手，隊友都可為他
「補鑊」。而在巴西隊，尼馬是隊
長、領袖，是全隊核心，當他不在狀
態時，整支球隊便喪失了靈魂。
尼馬面對對手的各種攻擊和挑釁，
仍未能控制情緒，最終輸波又輸人，
也讓巴西足球的復興之路蒙上陰影。
尼馬今季為巴塞摧城拔寨，人們普遍
認為他具備獲得金球獎的潛質，但在
這樣一戰，人們認識到尼馬還只是個
23 歲年輕人，還有許多方面等待歷
練和提升。
■新華社

基格納轉戰墨西哥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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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國際足協陷入嚴重醜聞的主席白禮
達，近日被指已聘用曾擔任美國聯邦法
院檢察官的律政猛人代他上庭辯護，以
應付瑞士方面最近查出他有 53 筆可疑銀

元，以支持卡塔爾申辦 2022 年世界盃，
據報涉事的非洲足協主席並不認為收錢
有問題，強調沒要求卡塔爾方面這樣
做，是對方主動提出的。

保羅蘇沙等入「紫百合」
葡萄牙籍領隊保羅蘇沙昨日已跟瑞士
球會巴素利分道揚鑣，外界預計他會在
今周稍後加盟意甲的費倫天拿（紫百
合）執教。44 歲的保羅蘇沙之前教過李
斯特城和史雲斯，在去年 5 月轉投巴素
利，本來合約要到 2017 年才屆滿，有指
他是接替已被「紫百合」解僱的蒙迪拿
的位置。
■記者 鄺御龍

搭上名人

行交易一事。另外，有法國雜誌昨日大
爆卡塔爾曾向非洲足協支付 180 萬美

剛加盟曼聯不久的荷蘭球星迪比（右），近日透過社交
網絡披露戀情，對象竟是美國饒舌歌手 Chris Brown 的越
南裔女模舊愛Karrueche Tran！令不少人大呼意外。這張
合照二人坐得很近，舉止有點親暱，他倆關係應不簡單。
而且年僅 21 歲的迪比遇上大他 6 載的 Tran，未知這段姊
弟戀能否開花結果？
網上圖片

法國前鋒基格納因與法甲球會馬
賽的 5 年合約經已屆滿，他為前途作
出令人無法預料的決定，就是不再
在歐洲搵食，改為加盟地球另一邊
的墨西哥球會新萊昂自治大學老虎
隊，預定香港時間今日將可完成體
測。
29 歲的基格納是今季法甲神射手
亞軍，本來已與利物浦、阿仙奴和

加拉塔沙雷等球會扯上關係，但因
他開始在 Twitter 關注老虎隊和一些
球員，隨即令今次加盟變成事實。

米卡李察士投維拉
這次亦是墨甲聯賽歷來最重要的
簽約之一，儘管老虎隊並非當地傳
統「Big 4」成員，但也有相當多擁
躉，足以塞爆其主場的4萬個座位。

韋舒亞
唱衰熱刺罰50萬
阿仙奴的英格蘭中場韋舒
亞，上月底在球隊擊敗阿士
東維拉贏得足總盃的勝利巡
遊中公然挑釁倫敦另一球會
熱刺，結果該球星遭英格蘭
■ 韋舒亞
韋舒亞（
（ 左 ） 因唱衰
足總罰款 4 萬英鎊（約 49.4
熱刺被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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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
萬港元）。
早前「兵工廠」在足總盃決賽以4：0大勝維拉，第12
次贏得這項賽事冠軍兼且衛冕，結果在賽後翌日球會上
下出席慶祝活動。23歲的韋舒亞在開篷巴士上拿着咪高
峰，帶領球迷唱出兩段用字粗鄙的歌曲來嘲諷其倫敦死
敵熱刺，因整個過程是透過官方頻道直播，不少人沒到
現場都聽到韋舒亞的「歌喉」。事後韋舒亞在社交媒體
作公開道歉，但英格蘭足總認為他行為不當，故給予重
罰並嚴重警告要注意今後言行。
■記者 鄺御龍

李城怒炒性醜聞三將

白禮達聘律政猛人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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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去季被借到意甲費倫天拿
的曼城後衛米卡李察士，昨日以自
由球員身份轉投阿士東維拉，跟効
力 10 年的曼城道別。至於利物浦鐵
衛史卡迪爾，昨日終於同意續約，
他會在假期完畢後返回「紅軍」動
筆。已滿約車路士的「人球」卡古
達亦落實加盟應屆歐霸盃冠軍西維
爾。
■記者 鄺御龍

■占士皮亞臣已被炒
魷。
網上圖片

英超球會李斯特城（李城）的三名球員，上
月隨隊到泰國進行季後表演賽時闖出大禍，三
人與一群當地的性工作者胡天胡帝，更拍下涉
及種族歧視的影片。結果以領隊皮亞臣的兒子
占士皮亞臣為首的三人，昨日在球會調查完畢
後被即時中止合約，由泰國資金經營的「李
城」表明要做最大可能的行動證明會方今次是
「積極推廣給社會、家庭價值和平等的正面訊
息」。
英國球圈的反歧視組織「踢走它」隨即表
示，希望此舉是「為未來部署去做」，因「李
城」甚少解僱違反操守行為的球員。被炒魷的
三人其實今季也沒在英超比賽上陣，全都被外
借到低組別聯賽。
■記者 鄺御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