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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賽事兩軍法定時間也是互無紀錄，阿根廷連續兩屆決賽要
同智利互射12碼決勝。去年是唯一沒射失的隊長美斯，這次

在第一輪卻射高，導致阿根廷以2:4失利令「球王」難以接受。美
斯賽後接受電視採訪時說：「國家隊的生涯對我來說結束了，這
已是第4次決賽，我努力過了。這（國際賽冠軍）是我最想得到的
東西，卻贏不到，我覺得應結束了。」
「我射失那12碼，」美斯自責說：「（退出國家隊）首先對我
是好事，其次對所有人也是好事，相信很多人都不滿意，殺入決

賽卻沒能贏得冠軍，這結果我們也不滿意。」美斯慨嘆道：「沒助阿根廷帶來冠軍，我
比任何人都傷心，很不幸我只能兩手空空離去。」
美斯常被外界拿來跟1986年協助阿根廷贏得世界盃冠軍的馬拉當拿相比，美斯在西
甲巴塞羅那橫掃了各項冠軍，但有一點比不上老球王的是，他代表阿根廷時卻始終發揮
不出他在巴塞時的十成威力。

11年國腳生涯 球王留憾
為阿國披甲113次攻入55球的美斯，2005年協助阿根廷青年隊贏得世青盃冠軍，並

以6個入球成為賽事神射手。翌年世界盃他以小將身份在分組賽攻入塞爾維亞1球，但
8強不敵德國出局時卻沒獲派上陣。2007年美洲盃決賽輸給巴西，是美斯首次與國際大
賽獎盃擦身而過，2008年奧運美斯率領阿根廷贏得男足金牌，兩年後世盃球隊在馬拉
當拿掌帥下在8強慘吞德國4蛋。
阿根廷在2011年美洲盃8強

射輸12碼遭烏拉圭淘汰後，美
斯獲時任主帥沙比拿任命為阿
根廷隊長。2014年世盃是美斯
首次以正隊長身份率領阿根廷
出師，並成為連續四仗都膺最
佳球員的第一人。但殺到決賽
最終加時卻再負於德國隊飲
恨，美斯榮膺當屆賽事最佳球
員，卻與大力神盃失之交臂。
連同這兩屆美洲盃決賽，美斯
始終未能填補國際大賽捧盃的
空白與遺憾。 ■記者梁志達

相同的賽事，相同的對手，相同的結局。矢志報去年美洲國家盃決賽互射12碼

不敵智利之仇，阿根廷昨天在百周年美洲盃冠軍戰卻悲劇重演，再次射輸12碼稱

臣智利。連同兩年前世界盃，阿根廷連續三屆大賽都屈居亞軍。上周五才慶祝29

歲生日的美斯第四度與職業生涯首個國際大賽獎盃擦身而過，今次更有份射失12

碼，心灰意冷之下，這位「無冕球王」賽後宣佈將不再參與國家隊賽事。

美洲國家盃

美斯國際賽生涯統計
年份：2005年至2016年
出賽：113場
入球：55球
榮譽
2005年世青盃冠軍
2008年奧運足球金牌
2014年世界盃亞軍
2007、2015、2016年美洲盃亞軍

美斯國際賽生涯回顧
2005年世青盃 美斯帶隊捧走世青盃冠軍
2005年6月26日 美斯首度代表阿根廷大國腳上陣對巴

拉圭，並交出1個入球2個助攻。
2006年世界盃 美斯在8強阿根廷對德國一戰中沒被

派上陣，眼白白看球隊出局。
2007年美洲盃 美斯助阿根廷殺入決賽，在決賽以0:

3不敵巴西。
2008年北京奧運 美斯在決賽對尼日利亞獻助攻帶隊摘

金，是美斯首個亦是唯一國際賽冠
軍。

2010年世界盃 美斯代表阿根廷出戰8強時，再被德
國踢出局。

2011年美洲盃 美斯領軍的阿根廷主場舉辦美洲盃，
但 8強爆冷互射 12碼被烏拉圭淘
汰。

2014年世界盃 決賽負德國0:1屈居亞軍，不過美斯
當選賽事最佳球員。

2015年美洲盃 美斯代表阿根廷出戰，但在決賽互射
12碼負智利飲恨。

2016年美洲盃 美斯在賽事期間以55球超越巴迪斯
圖達，成為國家隊入球最多球員；再
在決賽被智利所敗失冠，自己在互射
12碼時射失，賽後淚灑球場，並決
定退出國家隊。

製表：梁啟剛

美洲盃獎項大盤點
冠軍冠軍：： 智利智利

亞軍亞軍：： 阿根廷阿根廷

季軍季軍：： 哥倫比亞哥倫比亞

金球獎︰金球獎︰ 阿歷斯山齊士阿歷斯山齊士((智利智利))

金靴獎︰金靴獎︰ 伊度亞度華加斯伊度亞度華加斯，，66球球((智利智利))

金手套獎︰金手套獎︰ 哥迪奧巴禾哥迪奧巴禾((智利智利))

決賽最佳球員︰決賽最佳球員︰哥迪奧巴禾哥迪奧巴禾((智利智利))

公平競技獎︰公平競技獎︰ 阿根廷阿根廷

最佳11人

門將：哥迪奧巴禾(智利)
後衛：伊斯拿(智利)、奧達文迪(阿根廷)、加

利美度(智利)、包爾斯亞(智利)
中場：馬斯真蘭奴(阿根廷)、維達爾(智利)、

艾蘭古斯(智利)
前鋒：美斯(阿根廷)、伊度亞度華加斯(智

利)、阿歷斯山齊士(智利)
製表：梁啟剛

阿根廷昨日再與美洲盃冠軍失
之交臂，繼美斯震撼性宣佈退出
阿根廷後，阿古路賽後踢爆多位
球員正考慮國家隊前途：「美斯
有可能不是唯一一個離開國家隊
的球員，好幾個人都在權衡離隊
的事。一個球員不想思考這種問
題，但有時這種事就是會發生，
你的腦中就會有這種念頭，而且之後還很難把它驅
走。」 據報希古恩、馬斯真蘭奴、羅美路、拿維
斯、迪馬利亞、班尼加都有機會跟隨美斯離開國家
隊，但消息未經證實。
而在賽後談到美斯退出國家隊的反應時，身
為隊友兼好友的阿古路說道：「任何一個人
都無法做出解釋，因為我們都覺得很糟
糕，誰都說不出話來。很遺憾，最難過
的人是美斯，這是我在更衣室裡看到
他最難過的一次。為了讓國家隊進入
決賽，美斯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我跟他
說一個12碼改變不了什麼，他還會繼續
成為世界最佳球員。」

■記者 梁啟剛

阿根廷或引發「退隊潮」

入波難被廣為詬病後，世界盃
冠軍德國終於在昨日於法國里爾
進行的歐國盃16強賽中迎來3:0
大勝，不過，擊敗東歐勁旅斯洛
伐克後主帥路維表示，「德國戰
車」還當不得奪冠大熱的名號，
要贏得冠軍還需繼續提升。

德國今仗上半場8分鐘，卻奧斯開角球，對方頭槌解
圍，謝路美保定禁區邊窩利抽射世界波入網。德國其後
獲得12碼，但奧斯爾未能把握。實力較高的德國之後由
馬里奧高美斯及達斯拿各建一功淨勝斯洛伐克3:0，晉級
8強。

路維聞腋下味稱己隊還需改進
「不過要因為這場比賽就說我們是奪冠大熱，就太沒
根據了。」路維賽後說，「後面的對手會越來越強，德
國想奪冠必須不斷提升自己。我想無論何種情況下我們
都應該持續改進自身，一旦鬆懈就會給對手可乘之
機。」8強戰中，德國將對陣上屆歐國盃冠、亞軍西班
牙和意大利間的勝方，路維表示不會因為對手強大而輾
轉反側、徹夜難眠，但會從戰術上給予足夠的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路維個人衛生習慣早已成足壇另類熱
話，早前他曾就做出掏褲襠、摳屁股的不雅動作公開道
歉，可惜路維仍未能好好自制，他今仗就被鏡頭拍到以

右手摸腋下隨即把手伸到鼻子聞一聞，路維自稱的另一
樣「減壓方式」也終於被曝光。
另一場16強賽亦大手交易，開場10分鐘就靠定位球先

開紀錄的比利時，此後雖遭到對手匈牙利的猛烈反撲，
但明顯技高一籌的「歐洲紅魔」在下半場末段發力，依
靠夏薩特一傳一射的上佳表現，以及補時階段卡拉斯高
的反擊得分，最終以4:0擊敗對手，在拿下本屆歐國盃至
今分差最大的勝利的同時也搶到8強席位，將與威爾斯
爭入4強。

■記者梁啟剛

德國 比利時派蛋闖8強

東道主法國日前在上半場落後下反勝擊敗愛
爾蘭晉級歐國盃8強；賽後主帥迪甘斯說，他在
中場休息時喚醒了球員。迪甘斯說：「我中場
休息時本來可提高嗓門提醒他們的，但（我沒
有），因為我們更需要保持冷靜，變換陣勢，
讓球員清醒一些。」迪甘斯續說：「下半場因
為愛爾蘭防守得很深，我讓基沙文貼近中路助
基奧特增強門前壓力，然後讓（京士利）高文
發揮速度優勢衝擊對方防線。」 ■新華社

法足主帥：半場喚醒球員

歐國盃 16強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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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曼聯利記斟掂強援
據外媒報道，德甲多蒙特已接納英超

曼聯收購中場米希達利恩的3100萬英
鎊（另有傳是2630萬英鎊）開價。另
據報修咸頓射手沙迪奧文尼則赴英超利

物浦體檢，將以3000萬英鎊身價轉會。 ■記者梁啟剛

丹尼爾抵祖記體檢兼簽約
早前與西甲巴塞羅那約滿決

定找尋新挑戰的巴西右閘丹尼
爾，昨抵達意大利體檢並簽約
兩年，確認來季加盟意甲班霸
祖雲達斯。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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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右起))夏薩特夏薩特、、尼恩尼恩
高蘭和奇雲迪布尼都是高蘭和奇雲迪布尼都是
比利時今仗贏波功臣比利時今仗贏波功臣。。

美聯社美聯社

■■迪甘斯迪甘斯((左左))激發出法國激發出法國
隊員的鬥志隊員的鬥志。。 法新社法新社

■■達斯拿達斯拿((右右))、、謝路美保定謝路美保定((中中))和和
奧斯爾慶祝德國於開賽初段便打奧斯爾慶祝德國於開賽初段便打
開缺口開缺口。。 美聯社美聯社

■■路維捽腋下體味路維捽腋下體味
來聞來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智利成功衛冕美智利成功衛冕美
洲盃冠軍洲盃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賽獎盃同美斯總是
這麼近，那麼遠。 法新社

■■美斯傷心失望美斯傷心失望，，只能慨只能慨
嘆天意弄人嘆天意弄人。。 美聯社美聯社

■■馬斯真蘭奴馬斯真蘭奴((後排右二後排右二))、、迪迪
馬利亞與阿古路馬利亞與阿古路((前排左一與前排左一與
右一右一))恐也離隊恐也離隊。。 法新社法新社

法甲富豪班霸巴黎聖日
耳門（PSG）昨晚宣佈，白
蘭斯將不再擔任球隊主教
練，但未有透露具體原
因。白蘭斯三年間領軍取
得126勝31和15負，完成
法甲及聯賽盃三連霸和兩
捧法國足總盃。

■記者梁志達

PSG同白蘭斯分手

■■白蘭斯白蘭斯

■■丹尼爾與球迷自拍丹尼爾與球迷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