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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首名晉 8 強撼巴拉圭

2015 智利美洲盃昨日進行了 C 組最後
一輪的較量，缺少尼馬的巴西以 2:1 擊敗
委內瑞拉，有驚無險地以小組首名晉級
8 強；巴西主帥鄧加賽後表
明，8 強對手巴拉圭非同
小 可 ， 不 能 輕 敵及犯
錯，而一支球隊亦不

組 4 支球隊
本輪之前，C
同積 3 分，凈勝球也相

■巴西主帥鄧
加。 新華社

同，出線形勢異常膠着。經過最後一
輪的決戰，巴西 2 勝 1 負積 6 分，位列第 1，秘
魯賽和哥倫比亞賽和 0:0，兩隊同積 4 分、凈勝
球也同為 0，但秘魯依靠入球數多的優勢力壓哥
倫比亞排名次席，積
3 分的委內瑞拉小組
墊底，慘遭淘汰。
巴西在前兩場小組
賽表現並不令人
信 服 ， 首 戰 2:1
逆轉絕殺
秘魯，次

輪 0:1 不敵哥倫比亞，而且進攻核心尼
馬還因賽後用球踢對方球員而受到禁賽 4
場的重罰，不得不提前告別美洲盃。末輪面對
曾戰勝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巴西主帥鄧加用
利物浦中場古天奴頂替尼馬。尼馬也來到比賽
地聖地亞哥紀念碑球場，為隊友加油。
勢在必得的巴西獲得夢幻開局，僅僅 9 分
鐘，泰亞高施華便接羅賓奴開出的角球推射入
網，為球隊首開紀錄。領先後巴西開始有意識
回收，但每當他們在後場倒腳時，現場球迷都
會送上噓聲。易邊再戰，背水一戰的委內瑞拉
開始壓上進攻，但後防線卻出現空當。第 51 分
鐘，韋利安從左路快速下底傳中，羅拔圖法明
奴在小禁區邊緣輕鬆推射入網，為巴西擴大領

先優勢。孤注一擲的委內瑞拉隊在第 84 分鐘由
後備出場的米古頭槌補中扳回一城，但最終無
力挽回敗局。

鄧加：球隊不能只靠一人
在沒有尼馬下，巴西照贏，主帥鄧加賽後
說：「哪支球隊缺少了尼馬都會實力大減，但
他不在場的時候就必須找到解決方法。我們總
是希望不依靠某一名球員，努力做到所有人都
有自己所長。」談到 8 強的對手巴拉圭，鄧加
說：「巴拉圭是一支很強的隊伍，教練擅長戰
術，他們在與阿根廷隊的比賽中顯示了實力。
淘汰賽階段與小組賽不同，我們不能有任何失
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巴西足總棄為尼馬上訴

■尼馬提早
完結今屆美
洲盃。
洲盃
。
法新社

早前鬥哥倫比亞時領紅的巴西球星尼馬，
賽後被賽會罰坐4場波監，而巴西足總昨日宣
布，決定放棄為尼馬上訴，即是尼馬提早完
結今屆美洲盃賽事，而他亦已即時離開「森
巴兵團」大本營。巴西足總在官網發聲明表
示：「尼馬與足總職員會面後，決定接受南
美足總對球員禁賽4場的判罰。因此，尼馬本
屆美洲盃之旅亦已經完結。巴西隊全體成員
對於在這種賽事失去如此重要的球員而
感到遺憾。」

錦 老馬傳爭做國際足協會長
雜
國際足協的逮捕門發生後，
足壇 白禮達再次當選國際足聯會
長，但之後又宣佈辭職，而關於他
的繼任者也是眾說紛紜。之前阿根
廷球王馬拉當拿曾表示自己支持阿
里王子，並表示阿里王子一旦當
選，他或許會出任國際足協副會
長。但據英國媒體《每日電訊報》
■阿根廷球王馬拉當拿。資料圖片
以及《地鐵報》等媒體昨日消息，
烏拉圭一名記者表示，「老馬」親口指會參加國際足協會長競選，
「馬拉當拿告訴我有意競選，這是他向我明確表達的意願。」

干度比亞投國米交易完成
意甲國際米蘭昨日證實，已經與法甲摩納哥中場干度比亞簽約五
年，干度比亞亦通過體測，這宗轉會費據報為 3,500 萬歐元(約 3.1 億
港元)，而干度比亞轉投國米年薪價值為 400 萬歐元。干度比亞身高
體壯，防守能力出色，並且擁有插上助攻的能力，是一名不可多得
的全能中場，而且他只有22歲，擁有巨大的潛力。

帕爾馬宣布正式破產
意大利球會帕爾馬昨日通過官網宣布，由於無人接手，球會正式
破產，下季將無法註冊意乙聯賽；如果帕爾馬重組，那麼下季將踢
業餘聯賽，也就是意丁聯賽。據悉，帕爾馬的累積債務已高達 2.18
億歐元，球會甚至標價1歐元出售仍無人問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美斯為尼馬感可惜
對於尼馬提早完結今屆美洲盃賽事，阿根
廷國腳兼巴塞隊友美斯表示感到可惜：「我
只可以說尼馬是我的好朋友，我只想他可以
完成美洲國家盃的所有賽程。這樣高質素的
球員竟然要缺席這個球壇盛事，絕對不是一
件好事。然而這不到我去評論停賽決定是對
是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哥倫比亞僥倖出線

能只倚賴一個球員。

哥倫比亞昨日在美
洲盃 C 組最後一輪比
賽中進攻乏力與秘魯
互交白卷，將小組出
線的命運交給了同組
的巴西和委內瑞拉。
最終，憑藉着巴西人
的幫忙，哥倫比亞僥
倖地以第三名的身份 ■哥倫比亞球星占士洛迪古斯
晉級8強。以技術見長 (左)擺脫對手。
法新社
的哥倫比亞在比賽中
還沒有發揮出作為一個整體的威力，球員之間也缺乏有效
的配合。在 8 強中，哥倫比亞的對手將是阿根廷，如果屆
時他們不能脫胎換骨的話，可以預見笑到最後的應該是美
斯和他的隊友。
秘魯與哥倫比亞踢打和級後，主帥比格文賽後說：「我們
正處在上升期，今仗面對的對手很強。我認為我們有潛力，
今後我們表現會更好。」對於三場小組賽僅射入一球，比格
文很冷靜，他說：「不能去懲罰一支三年來一直表現很好的球隊，
今仗我們做得也很好了，並且為自己爭取到了緊急的機會。」

8強遇阿根廷成焦點
美洲盃 8 強分別是智利對烏拉圭，玻利維亞對秘魯，阿根廷對哥
倫比亞，巴西對巴拉圭。其中阿根廷與哥倫比亞的對決無疑是 8 強
的焦點戰，兩隊在鋒線都不乏超級巨星，美斯、阿古路、迪馬利亞
碰撞占士洛迪古斯、法卡奧、積臣馬天尼斯，想想都令人
興奮。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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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靈進行體檢的照片，而這也意
味着在經過體檢後，「班馬兵
團」將會正式宣佈克羅地亞前鋒
加盟的消息。來到都靈的文迪蘇
傑也接受了媒體的採訪：「我感
覺非常好，這個城市很美，我來
這裡踢過兩三次比賽，我希望在
這裡過得開心。我知道祖雲達斯
有着很棒的球迷，這是我感到開
心的原因，這是我的新家，我會
傾其所有。」

泰維斯 派路傳轉會洽談中
在祖雲達斯宣佈文迪蘇傑抵達
都靈即將進行體檢之際，意大利
媒體《米蘭體育報》爆料，「斑
馬兵團」收購英超曼城鋒將祖維
迪也已達成協議。而文迪蘇傑到
祖雲達斯，目的是頂替盛傳離隊
的泰維斯；意大利知名記者迪馬

除了有傳泰維斯離祖雲達斯
外，派路日前抵達美國紐約度
假，更觀看著名美職棒球隊紐約
洋基隊的比賽，據英國報章《每
日郵報》指，美職聯球隊紐約城
和曼城的行政總裁蘇利安奴在場
邊與派路交談，令該意大利國腳
加盟紐約城的傳聞更添幾分可信
度。
至於馬體會讓文迪蘇傑走後，
據西班牙媒體《阿斯報》的消
息，上季被租借到皇家馬德里的
「小豆」查維亞靴南迪斯下季將
會留在馬德里，而効力的球隊不
是皇馬，而是同城死敵馬體會。
同時亦有傳馬體會主帥施蒙尼已
經向球會高層明確要求，引進効
力意甲拿玻里的荷西卡利祖補強
球隊下季的實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 派路(左)及泰
維斯傳離隊。
網上圖片

傳皇馬以拉莫斯換迪基亞
西甲皇家馬德里（皇馬）欲羅致曼聯門將
迪基亞並非什麼秘密，同時副隊長兼中堅沙
治奧拉莫斯的續約洽商仍未辦妥，有指不滿
未有加薪的拉莫斯想到曼聯發展，故皇馬與
曼聯互相交換這兩名球員亦變得甚有可能。

賓尼迪斯 不減肥或被炒

遭受嘲笑
■英格蘭 U21 昨日出戰對瑞典的 U21 歐國盃分組賽，英軍所住的酒
店與比賽場地僅相隔127米，步行需時約76秒，不過歐洲足協賽前還
是要求球員坐隊巴到場，遭受眾多球迷嘲笑。而比賽方面，「三獅兵
團」憑曼聯小將連格85分鐘轟入靚波，以1:0贏波。
路透社

另外，已由拿玻里轉投皇馬的賓尼迪斯，
未正式領軍已要面對首個難關，就是需要稍
減體重。猶記得 11 年前當賓帥加盟利物浦
時，他的身形相當標準，但經過換了數次東

家後，已失去昔日風彩。據西班牙媒體所
述，皇馬主席佩雷斯原來考慮過不聘用賓
帥，原因是後者的體重一直是外界攻擊焦
點，為保球會形象，已要求賓帥在開季前減
磅。
此外，去年才轉投羅馬的比利時中場尼恩
高蘭，現已令多間英超球會感到興趣，不過
他除了想繼續留効羅馬外，也願意加盟皇
馬。該球員的經理人說：「我相信尼恩高蘭
會繼續留効，但若是皇馬這種球會對他有興
趣，情況就不同了。」
■記者 鄺御龍

■ 皇馬守將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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