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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在2018年
世 界 盃 外 圍

賽，接連遭遇失利與
嚴重的入球荒，直到
昨日客戰厄瓜多爾的
最後一戰前夕，阿根
廷都只排在南美區第
6，這不僅無緣直接晉級(前4名)，連附加
賽資格(第5名)也拿不到。
一度陷入淘汰窘境的阿根廷，必須在
最後一戰全力取勝，才有機會前往世界
盃；然而開賽才40秒，主隊厄瓜多爾就
率先取得入球，無法相信1:0落後的阿根
廷國內，霎時舉國沉默。
但在崩潰邊緣，被寄予厚望的美斯卻
挺身而出，不僅在上半場第11分鐘扳平
比分，隨後更於18分鐘、62分鐘再度入
球，完成個人「帽子戲法」並鎖定3:1的
逆轉勝局。最終，阿根廷也憑藉關鍵勝
仗，驚險地以南美區第3名，成功取得直
接前往俄羅斯的世界盃正賽門票。
美斯在賽後表示：「如果不能進入世

界盃，這將太瘋狂，不僅僅對我而言是如
此，對整個阿根廷也是如此。這支球隊早
就應該進入世界盃。我們在拚爭，在受
苦，不能缺席世界盃。現在我們完成了目
標，獲得了平靜。我們要感謝所有人一直
以來的支持，特別是在最後兩場世界盃外
圍賽比賽中的支持。」對於阿根廷的前
景，美斯表示：「有了這番經歷之後，國
家隊會煥然一新，我們會成長。」

晉級帶來天價收入
賽後阿根廷一片「感恩美斯，讚嘆美

斯」的狂歡禮讚，但除了場內的足球激情
外，阿根廷的晉級也為阿根廷足總與足球
圈帶來天價的收入。
阿根廷國內媒體表示，美斯的表現對

於阿根廷足總的收入進賬至關重要，因為
光是打進世界盃32強正賽，就足以帶來
1,200萬美元的基本收入，這對身陷貪腐
疑雲而囊中羞澀的阿根廷足總來說卻是重
金。再加上世界盃期間，足總還能與各大
品牌贊助商重新談判長期廣告合約，世界
盃前的國際友誼賽，也將成為足總賺取數
百萬美元出場費的賺錢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俄羅斯世界盃外圍賽最後一
輪落下帷幕，在南美區，之前
被擠到第六名的阿根廷通過一
場勝利來到第三位成功晉級，
而排名第三的智利則因為0:3敗
於巴西，被秘魯以淨勝球優勢
擠到第六名，無緣明年的俄羅
斯世界盃，賽後主帥比斯更引
咎辭職。南美冠軍智利就這樣
出局，着實讓很多人意外，但
在智利無緣世界盃的背後，有
一個有趣的故事，更加耐人尋
味。
就在去年，智利聯合秘魯向

南美足協舉報，玻利維亞在此
前的比賽中使用了一名違規球
員，南美足協進行調查後發現

確實如此，於是去年11月，
南美足協一紙罰單公佈，在有
違規球員登場的兩場比賽中
(玻利維亞0:0賽和智利、2:0擊
敗秘魯)，都判玻利維亞 0:3
負，這樣智利和秘魯相當於白
賺了2分和3分。
實際上，如果單單看最終的

南美積分榜，正是這秘魯白賺
的3分殺死了智利；如果玻利
維亞那兩場比賽沒有判輸的
話，其他比賽結果相同，那麼
智利雖然會少拿兩分，但由於
秘魯3分全失，智利仍然排南
美區第五名打附加賽，仍有望
爭取一個世界盃名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英超利物浦官方網站昨日宣
佈，沙迪奧文尼在跟隨塞內加
爾國家隊比賽中受傷，他將缺
陣6周時間，這也意味着這名
翼鋒將無緣對陣曼聯。
在世界盃非洲區外圍賽

中，塞內加爾 2:0 擊敗佛得
角。不過在第89分鐘，沙迪
奧文尼因傷被替換下場。利
物浦官方表示，沙迪奧文尼
遭遇了腿筋傷勢，他最多將
會缺席6周。毫無疑問，沙迪奧文尼
的傷停是對利物浦巨大的打擊，他本
賽季為利物浦在聯賽出場4次攻入3
球。 本周末英超聯賽，利物浦將對陣
曼聯，沙迪奧文尼肯定將無法參加這
場比賽。

自從2016年加盟利物浦後，沙迪奧
文尼至今缺席過14場英超比賽，利物
浦戰績是6勝5和4負。利物浦有沙迪
奧文尼在的時候勝率59%，這遠高於
他缺陣時的勝率43%。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歐洲區外圍賽昨日迎
來小組賽階段收官之戰，確定了最後兩支直接
晉級決賽圈的球隊。A組頭名法國沒有浪費出
線主動權，B組的葡萄牙則憑藉正面對話中的
勝利擠掉瑞士。僅剩理論可能的荷蘭儘管主場
戰勝了瑞典，無奈與對手相差過多的淨勝球，
「橙衣軍團」繼2016年歐國盃之後再度缺席
大賽決賽周。

洛賓宣佈退出國家隊
事關小組頭名的關鍵之戰，法國以2:1擊敗

白俄羅斯，掌握住了自己的命運，鎖定決賽周
入場券。本輪前因與瑞典相差12個淨勝球，
荷蘭需要在兩隊正面交鋒中至少淨勝七球才能
延續晉級的可能性。擔任荷蘭隊長的洛賓雖然
今仗攻入兩球，帶隊主場贏2:0，但輸球的瑞
典憑藉淨勝球優勢位列小組第二，排名第三的
荷蘭只能無緣世盃，而洛賓亦宣佈退出荷蘭國
家隊。

目標同
為小組頭名
的葡萄牙與瑞
士展開直接對話，
最終有C朗領軍的
葡萄牙主場2:0贏波，全取三分的歐國盃冠軍
憑藉淨勝球優勢反超瑞士，拿到B組第一和決
賽圈席位。
2018年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共分為9個小

組，每個小組頭名直接晉級，成績最好的8個
小組第二進入附加賽，爭奪另外4個進軍世界
盃的名額。
除東道主俄羅斯外，從歐洲區外圍賽中突

圍的9支小組頭名球隊為法國、葡萄牙、德
國、塞爾維亞、波蘭、英格蘭、西班牙、比利
時和冰島。參加11月附加賽的8支球隊為瑞
典、瑞士、北愛爾蘭、愛爾蘭、丹麥、意大
利、希臘和克羅地亞，附加賽抽籤儀式將於本
月17日在蘇黎世舉行。 ■新華社

昨日，美國國家隊1:2不敵千里達，失去
參加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的機會，自1986
年後首次緣盡世界盃決賽周。
美國昨日在2018俄羅斯世界盃中北美

洲及加勒比海賽區外圍賽最後一輪賽事，
作客以1:2不敵小組排榜尾、早已被淘汰
的千里達，在一分未得的情況下，遭同日
贏波的巴拿馬及洪都拉斯雙雙爬頭，由賽
前的小組第3位下跌兩級，連附加賽席位
亦不保，宣佈緣盡明年夏天的世界盃決賽

周。《美聯社》用「令人震驚」形容美國
男足此次失敗。
按照世界盃外圍賽階段的賽區劃分，美

國所在的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賽區共有六
支球隊，其中三支可以進入世界盃決賽階
段。當天的比賽結束後，中北美洲及加勒
比海賽區獲得世界盃決賽階段門票的三支
球隊全部產生，分別是：墨西哥、哥斯達
黎加、巴拿馬，洪都拉斯則落入附加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勒邦占士歸隊騎士照輸
NBA球隊騎士一哥勒邦占士因季前訓練營

腳踝扭傷，讓他連續缺席3場熱身賽，昨日
他首度歸隊，也是本季首次和韋迪合體，沒
想到兩人表現不如預期，聯手發生12次失
誤，其中光是勒邦占士一人就出現8失誤，
令騎士主場94:108不敵公牛，吞下熱身賽4
連敗。勒邦占士賽後稱：「我的節奏不在
線，還有失誤很多，我感覺我傳染了所有
人，所以是我搞得所有人都不在節奏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蒙迪拿誓贏米蘭打吡
意甲AC米蘭主帥蒙迪拿昨日表示，在下周一日的米蘭打呲中，AC米蘭
無論如何都要取得對國際米蘭的勝利。蒙迪拿對媒體稱：「從明天起，我
們的全部精力都將投入到這場比賽的準備當中。」在國家隊比賽日結束之
後，球隊前鋒卡連歷有傷病問題，目前正在恢復當中。「醫生每天都在對
他的身體狀況進行評估，我們將根據情況決定他是否可以復出。」蒙迪拿
說。 ■新華社

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昨日終於結束美洲區外圍賽賽程。擁有球

王美斯壓陣但卻險遭淘汰、一度無緣世界盃的阿根廷國家隊，在最

後一場外圍場中，憑美斯的「帽子戲法」，以3:1客場逆轉厄瓜多

爾，強勢取得前往世盃入場券。阿根廷媒體表示，美斯的神奇表

現，不僅重燃了全國的冠軍夢想，世界盃正賽的門票，對阿根廷足

總更是天價的收入進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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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區最終積分榜南美洲區最終積分榜
排名 球隊 賽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1 巴西巴西 1818 1212 55 11 4141 1111 3030 4141
22 烏拉圭烏拉圭 1818 99 44 55 3232 2020 1212 3131
33 阿根廷阿根廷 1818 77 77 44 1919 1616 33 2828
44 哥倫比亞哥倫比亞 1818 77 66 55 2121 1919 22 2727
55 秘魯秘魯 1818 77 55 66 2727 2626 11 2626
66 智利智利 1818 88 22 88 2626 2727 --11 2626
77 巴拉圭巴拉圭 1818 77 33 88 1919 2525 --66 2424
88 厄瓜多爾厄瓜多爾 1818 66 22 1010 2626 2929 --33 2020
99 玻利維亞玻利維亞 1818 44 22 1212 1616 3838 --2222 1414
1010 委內瑞拉委內瑞拉 1818 22 66 1010 1919 3535 --1616 1212
註註：：巴西巴西、、烏拉圭烏拉圭、、阿根廷及哥倫比亞出線阿根廷及哥倫比亞出線；；秘魯踢附加賽秘魯踢附加賽。。

阿根廷末輪強勢獲勝晉級世界
盃，而阿根廷媒體昨日稱，阿根
廷足總為了能夠取勝已經絞盡腦
汁，甚至請了巫師跟隊作法。
據稱，在最近一周阿根廷足總
邀請了著名的巫師作法。據阿根
廷媒體稱，在阿根廷主場被秘魯
迫和之後，阿根廷足總邀請了巫
師曼奴作法，他不僅在國家隊訓
練基地作法，還親自隨隊前往厄
瓜多爾。

據稱，曼奴在厄瓜多爾與國家隊
住在同一酒店，參加了國家隊的賽
前踩場，甚至在比賽開始前幾分鐘
還進入到阿根廷的更衣室。
而有趣的是，曼奴的一切活動

都是瞞着球隊進行的，因為需要
保持行動的隱蔽性，以至於阿根
廷隊內都不知道自己身邊一直有
巫師作法。直到賽後，阿根廷足
總還專門向媒體介紹了曼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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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足總傳邀巫師隨隊作法

美國緣盡世盃

沙迪奧文尼腿筋傷缺陣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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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邦占士(右)在比賽中投
籃。 美聯社

■智利主帥比斯引咎辭職。
美聯社

■C朗率領葡萄牙闖世盃。 新華社

■■洛賓告別國洛賓告別國
家隊家隊。。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無緣
世盃，眾將
失落。

美聯社

■■沙迪奧文尼沙迪奧文尼((白衫白衫))
腿筋受傷腿筋受傷。。 美聯社美聯社

■著名的巫師曼奴(右) 。 網上圖片

■■阿根廷球迷慶祝國阿根廷球迷慶祝國
家隊打入世界盃家隊打入世界盃。。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慶祝入波美斯慶祝入波。。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美斯((右右))攻入其個人第三球攻入其個人第三球。。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