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8

文匯體育

環球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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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雲尼
卡雲尼（
（左三
左三）
）失控
失控，
，干沙路查拉
干沙路查拉（
（18 號）縮到後
面。
美聯社
昨晨美洲國家盃半準決賽中東道主智
利迎戰烏拉圭，球賽場面氣氛愈踢愈火
爆。被干沙路查拉挖屁股辣着，烏拉圭
殺神卡雲尼更是燥火，一下拍落查拉的
臉後雖向球證理論，結果還是領紅牌離
場，最後得 9 人應戰的烏拉圭僅負 0：1
完場，8強返歸。

曾向阿蘇出撩陰手 查拉有前科
以兇狠著稱的烏足一開賽就進攻，智
利一度退守。智利球員之後久攻不下，

■ 查拉兩年前搞蘇亞雷斯
查拉兩年前搞蘇亞雷斯（
（ 左 ），
），今仗又對卡雲尼
今仗又對卡雲尼（
（右）的「籮
柚」有所動作
有所動作。
。
網上圖片

也顯得有些急躁，伊度亞度華加斯同客
隊門將梅斯利拿相撞，差點大動干戈。
兩隊球員犯規動作愈來愈礙眼，身體
碰撞甚多。心情本已受到父親涉嫌駕車
撞死人所困擾，卡雲尼到 63 分鐘終於
「出事」，當時只見他忽然起手打到干
沙路查拉後領第 2 面黃牌，同球證理論
也無改被逐結局。看慢鏡才得知原來卡
雲尼出手前，查拉曾用手指挖卡雲尼屁
股，相信是因此辣着法甲巴黎聖日耳門
殺手。

這已不是查拉首次向烏隊球員做出
「重口味」的動作，2 年前交手，這位
當時効力英超西布朗的現役德國緬恩斯
守將就曾向今屆美洲盃坐波監缺席的蘇
亞雷斯出動過「撩陰手」。
10 人作賽的烏隊到 81 分鐘失守，完場
前他們再有後衛富斯尼領今場第 2 面黃
牌離場。少踢兩人的 15 屆美洲盃冠軍之
王更加失去冷靜，有球員開始推撞旁
證，令比賽中斷了幾分鐘。結果，暴力
烏拉圭還是無改敗局。 ■記者 梁志達

明早阿根廷對哥倫比亞的智利美

氣走暴力兵團 智利美洲盃入 強

Pat Pat被搞兼領紅 火爆卡雲尼返「圭」

4

■伊斯拿（下）開心到
「五體投地
五體投地」。
」。
路透社

東道主智利昨晨以 1：0
艱難戰勝最後僅有 9 人在
場上的烏拉圭，率先晉級
美洲盃 4 強。智利教頭森
保利認為，擊敗衛冕冠軍
對己隊來說是向前邁出了
一大步。「上半場智利一
直在場面上領先，但並無
很好的機會，下半場局勢
有些混亂，」森保利說：
「智利今屆 4 場比賽，伊
斯拿在攻防中都起了決定
性作用。」
上季從祖雲達斯外借昆

阿根廷鬥哥倫比亞是兩支南美足球勁
旅爭入準決賽的戲碼，但事實上既

洲國家盃 8 強賽，是阿國「球王」

是美斯跟皇家馬德里靚仔中場占士洛迪
古斯（J 洛）一較高下，也是美斯重遇 9
年前世盃 8 強沒重用他、終令阿隊被德
國踢出局的前阿根廷教頭比卡文，這名
當時坐冷板凳的巴塞羅那主將當然會出
盡板斧，要比帥為當年決定後悔。

美斯向哥隊主帥比卡文還以顏色的
舞台，皆因比帥 9 年前沒重視他，導致阿根廷於 2006
年世界盃 8 強出局。儘管美斯表明尊敬比帥，但當然想
憑勝利來證明自己的能
力和努力，一雪多年前

兩軍將可盡情鬥攻

之恥。（now681 台周
六 7：30a.m.直播）
■占士洛迪古斯能否
帶領哥倫比亞殺出重
圍？
美聯社

美斯今屆美洲盃暫只入了 1 球，本月
24 日剛慶祝了 28 歲生日兼完成國腳百場
里程碑的美斯，口裡依然對比帥表示敬
重：「他給予我很多建議，我永世難
忘。」
兩隊於分組賽面對鐵桶陣都未能盡展
鋒力，料今仗強強對話將可盡情鬥攻。
由於哥隊需要很多空間來組織攻勢，更

士柏流浪的伊斯拿在 81 分
鐘禁區頂射入全場唯一
「士哥」，他表示要和自
己 6 個月大的女兒一起慶
祝：「不久前家人還一直
跟我說要入球，今天終於
滿足了他們的願望。」烏
拉圭今仗踢得甚難看，教
練塔巴利斯坦言：「在我
們只餘 10 人應戰時，情況
便逆轉。下半場我們想為
對方製造困難時，最好的
前鋒卻被逐離場了。」
■新華社/綜合外電

能讓球員「卡士」較勝一籌的阿根廷反
擊時佔到甜頭，阿足快翼迪馬利亞說：
「哥國的踢法對我們有利……因他們
（防守時）還是壓得很上，相信我們可
有較多空間上前。」

J洛：分組賽遭緊盯
去年世盃神射手 J 洛認為這次對決會
是「五五波」：「很明顯在那 3 場（分
組賽），我僅得很少空間，很多（身
體）磨擦。」雖然哥國不乏頂尖好手，
但與阿根廷的對賽往績多處下風，之前
4 次互對，阿根廷取得 2 勝 2 和。唯一擔
心是阿根廷鋒線近況麻麻，接連對烏拉
圭和牙買加都只能小勝 1 球而回，阿古
路和希古恩等阿根廷射手必須及時爆
發，方能順利殺入4強。
■記者 鄺御龍

FIFA曾出錢要求勿鏟球王？
美斯是不少人心中的球王，沒
想 到 連 國 際 足 協 （FIFA） 都 要
「使橫手」去保護他。據阿根廷
《民族報》近日爆料傳出，2010
年阿根廷作客愛爾蘭的友賽中，
為免美斯所屬的巴塞羅那要承受
他受傷的風險，FIFA 私下給每名

愛軍球員 1 萬美元（約 7.75 萬港
元），希望對手踢得禮貌一點，
最終阿根廷在主隊全場只有 21 次
鏟球、10 次犯規及沒拿黃牌下，
讓美斯安全踢完比賽。不過，愛
爾蘭足總嚴厲駁斥了有關說法。
■記者 鄺御龍

■阿根廷隊友同美斯
賀壽。
賀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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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加指泰維斯勢必回巢
■ 美斯今屆美洲盃暫未
踢出他在巴塞羅那的神
級表現。
級表現
。
新華社

由於祖雲達斯邀來馬德里體育會
的文迪蘇傑加盟，意味他們其中一
名前鋒將會離開，普遍相信是屢傳
會回流阿根廷「搵食」的泰維斯。
阿甲老牌球會小保加昨證實，31歲
的泰維斯將重返這間他曾立下汗馬

■阿根廷射手泰維斯
輕鬆備戰。
輕鬆備戰
。 路透社

拉莫斯
拉莫
斯「入魔
入魔」
」愈傳愈真

愛華頓筍價同迪路菲奧續前緣
英超愛華頓昨落實以 420 萬英鎊（約
5100 萬港元）「筍價」簽入西班牙 21 歲

■迪路菲奧
新秀飛翼迪路菲奧。他是巴塞青訓又一力
作，但因隊內鋒線冇位踢，2013/14 球季曾外借加盟愛華

頓，貢獻了4次助攻和4個入球。

希汀加 連拿重投舊會
跟德國哈化柏林約滿的 31 歲荷蘭後防
國腳希汀加，昨重返出道時的荷蘭母會
阿積士。另2013/14球季以租借身份効力
過意甲拿玻里的 32 歲西班牙國家隊門將

功勞的母會，外界估計他在踢畢美
洲盃後便會完成轉會。有指泰維斯
的最後一年「祖記」合約可讓該球
會獲得 500 萬歐元（約 4325 萬港
元）補償，兼可租借小保加一名小
將。
■記者 鄺御龍

■ 沙治奧拉莫斯
（ 中 ） 夏季放假
中。
法新社

沙治奧拉莫斯離開皇家馬德里愈傳愈真。綜合
各地媒體最新傳聞，曼聯已為拉莫斯開價 3500 萬
英鎊（約 4.3 億港元）轉會費，同時願為這位西班
牙中堅提供一份總值5500 萬歐元（約 4.7 億港元）
的 5 年肥約，這在紅魔隊內屬頂薪。今年 29 歲的
皇馬 10 年功臣不滿自己目前的 600 萬歐元年薪，
皇馬方面卻拒絕滿足其加薪至 1000 萬歐元的要
求。

紅軍瘋狂簽人 1.5億羅致基尼
■連拿

連拿，度過德甲拜仁慕尼黑做後備的一季後重回拿玻里。

「王子」重披馬體會9號
費蘭度托利斯 1月時返馬德里體育會，由於上季西甲季軍
已賣走文迪蘇傑，其9號球衣由「王子」重新穿上。

幼獅U21歐國盃無緣4強
昨晨捷克 U21 歐國盃尾輪分組賽，「幼獅」英格蘭 1：3
不敵意大利，雙雙無緣 4 強，葡萄牙打和瑞典 1：1 齊出
線。4強葡萄牙對德國、丹麥則對瑞典。
■記者 梁志達

英超休季才數星期，利物浦便瘋狂連簽 5 人，其中占士米拿
等 3 人是免費，而羅致法明奴則一擲 3.5 億港元。不過，紅軍
燒錢還未完，修咸頓方面昨表示，已接受利物浦對尼達利基
尼的出價，據
傳 轉 會 費 要
1250 萬 英 鎊
（ 約 1.5 億 港
元 ） 。 今 年 24
歲的基尼司職
右閘，去年成
為英格蘭大國
■ 基尼是多支勁旅的
腳。
羅致目標。
羅致目標
。
路透社
■記者 梁志達

與虎同行
■因違反禁煙
令在英超阿仙
奴前途未明的
波蘭門將施捷
斯尼在社交網
上稱，近日認
識了一名新朋
友，而這新朋
友竟然是一隻
老虎。
網上圖片

另方面，有消息指曼聯想賣走貨不對辦的迪馬
利亞，巴塞羅那希望接收「天使」，但原來當年
皇馬將他賣給紅魔時合約規定將來不准將這位
阿根廷飛翼賣給西甲宿敵巴塞的。
迪馬利亞仍對皇馬昔日不重用自己耿耿於
懷，日前還大爆「銀河戰艦」去年世界盃冠軍
戰前曾寄信給阿根廷隊醫要求他勿帶傷上陣，
「我當場將信撕了。」
■記者 梁志達

重視親情
■尼馬
被罰停
賽 4 場提
早離開
巴西隊
的美洲
國家盃
大軍，
即時回
鄉見見家人。巴塞羅那球星再騷自己妹
妹的紋身，還有真人來現身，比較一下
紋身的像真度。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