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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和瑞典如臨
「末日」保方淚別國家隊

意大利60年首次無緣世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御龍）本港時間昨日
凌晨，在米蘭的聖西路
球場上演了意大利對瑞

連續參戰世盃正賽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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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連續次數

合共次數

1.

巴西

21

21

典的世界盃歐洲區附加

2.

德國

17

19

3.

阿根廷

12

17

賽矚目賽事，在兩隊只

4.

西班牙

11

15

能活一隊下，結果主隊

5.

韓國

9

10

意大利賽和對手 0：0，

6.

墨西哥

7

16

以兩回合成績 0：1 黯然

7.

日本

6

6

出局，未能進軍明夏在
俄羅斯舉行的決賽周。
向來是世界盃常客

8.

英格蘭

6

15

9.

法國

6

15

10.

葡萄牙

5

7

註：截至今屆落實取得參賽資格為止，即意
大利的連續次數為零

長期連續入圍紀錄告終

的 意 軍 ， 自 1958
年後再與決賽周
無緣，相隔 60 年
後「斷纜」，所以
隊長保方賽後難過
得當場灑下男兒
淚，並表示退出國
家隊。而失去意大
利的明年世界盃，肯定
會失色不少。
■ 意大利主帥雲杜拿願負責
任，但拒絕主動辭職
但拒絕主動辭職。
。美聯社
1958 年那屆以後每屆
曾四奪世界盃冠軍、自
都能闖入決賽周的意大利國家隊，因昨晨

的 0：0 和局導致他們以兩回合賽果 0：1 不敵瑞
典，被拒於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的大門外。

佔盡優勢卻顆粒無收
意大利足協主席塔韋基奧賽前已說，「闖俄失
敗」簡直是「末日」，如今一語成讖。巧合是，
1958年的主辦國是瑞典，該國那屆是奪亞而回。
由於上周首回合作客落後 0：1，迫使意大利
今仗非勝不可，因此整場比賽意軍佔着壓倒性數
據：射門次數多達27次，有6次中門框；瑞典則
是 4 射 1 中 框 。 控 球 率 也 是 一 面 倒 的 76% 對
24%，然而缺乏創造力和欠門前一腳是現時意軍
的死症，最終遭客隊守和，未能逆轉敗局。
當球證鳴笛完場，意大利球員均失望跪地，和
興奮雀躍的瑞典球員形成強烈對比。更傷感是，
効力國家隊20年、年屆39歲的意大利隊長保方，
本打算在賽季結束後便退休，原則上明年世界盃
是其最後一項大賽，怎知現在提早出局。所以這
位門神當場流淚，並表示結束其國家隊生涯。

主帥無意就敗仗請辭
保方哭着向傳媒表示：「令人失望是，我的最
後一場意大利比賽，剛巧是從世界盃出局。這是
我的唯一遺憾，因隨時光流逝，那會是很殘忍
的，但現實就是這樣。體育教曉你輸和贏都是一
個團隊，去分享喜與痛，領隊與我們一樣承受相
同程度的怨氣。」儘管保方力挺 69 歲的領隊雲
杜拿，但外界力斥這名老帥領軍手法差勁，包括
球隊需要入球時竟打算調入防守中場迪羅斯而非
其他前鋒，坐在後備席的迪羅斯被電視台拍到氣
得怒髮衝冠。
但今年8月才續約至2020年的雲杜拿，拒絕確
認會否下台，他表明要先跟意大利足協傾談。

■ 迪羅斯
迪羅斯(( 左二
左二)) 對於領隊的換
人策略怒火中燒。
人策略怒火中燒
。 電視截圖
「我絕對要就賽果致歉，但非因我們投入的努力
或爭勝慾望
（不足）
。」反觀賽後哭着衝出去和球
員慶祝的瑞典領隊安達臣，則承認意大利的技術
較己隊優勝，他們只是守住首回合賽果。「我們
沒有武器在手，只能坐着期望可撐到過去。」這
是瑞典自2006年以來，再次躋身世界盃決賽周，
他們隊中僅有四人是在歐洲「五大聯賽」搵食。

意國報章怒轟國家隊
意、瑞兩國的球迷，賽後心情自是天堂與地
獄。一名最近畢業的意國市民表示：「真是非常
難過，因看世界盃是凝聚我們意大利人向心力的
活動。不過可以肯定這個震撼對我爸是更糟，他
54 歲，從沒碰過這種事。」有入場觀看的球迷
更直言「對意大利整個足球體系很失望」、「我
國再次失利，而且還是在主場，我們竟無法贏
球。」意國多份報章更以「不能忍受的足球羞
恥，擦不掉的污跡」、「完蛋了，末日、悲劇、
災難」等來形容國家隊今次失利。
對明年世界盃決賽周而言，失去意大利無疑是
一大打擊，因球迷愛捧勁旅場，本來已少了荷蘭
和智利這些受歡迎球隊，如今加上意大利也出
局，號召力難免更打折扣。香港售賣球衣的店舖
和打算直播球賽的酒吧，肯定不會喜歡意軍缺席
世界盃這個結局。

■意大利報章以「完蛋」來形容今次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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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網民齊轟意領隊

深得球迷欣賞的意大利國家隊緣盡俄羅斯世界
盃，香港和內地網民的感覺和觀點雖不同，但都對
保方這位英雄人物敬佩不已。於一本足球雜誌的
Facebook網頁上，網民「評．曼聯」表示：「足球
場是一個另類劇場，上演過平淡的劇目，也有過奇
蹟發生，有超新星冒起，也有巨星隕落。今夜，一
代門神的傳奇故事，在意大利足球殿堂聖西路宣告
落幕。」另一網民「Kin Wai」就留言「贏過世界
盃無憾了，傳奇」，至於網民「Chau Kimmins」
則看得更遠，寫道：「悲情出局，其實香港足球面
對的問題可能比意大利足球複雜。」
在另一留言帖裡，人們則對後備席上迪羅斯就領
隊「神調動」的怒不可遏反應表以贊同，網民「符
豆」直截了當說：「個教練欠大家一個解
釋……」，網民「Kevin Lee」甚至稱「可想而知
個教練有幾×，連球員都不相信他的調動」。至於
在新浪網，內地球迷紛紛鬧爆意大利領隊雲杜拿，
像來自北京的「中書舍人裴元度」便不齒雲帥把効
力魯能泰山的佩萊趕出國家隊，寫道：「打法單
一，成為意大利歷史罪人毫不為過。」安徽網民
「huanhuan57517」則提到意大利 11 年前捧走世盃
後，「就驕傲自滿、不思進取了，不重視人才培養
了，以至近些年成績愈來愈差，已經淪落為三流球
隊。這次世界盃出局，是個警鐘，意大利足球需要 ■比起意軍出局，網民更不捨保方
重生。」
■文：鄺御龍 變成淚人。
網上圖片

■意大利未能晉級明年世界盃決賽
周，「
，「門神
門神」
」保方以淚灑聖西路的
一幕告別國家隊。
一幕告別國家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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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是世上其中一支傳統足球勁
旅，除了 1930 年第一屆世界盃沒參
賽和 1958 年未能入圍外，其餘 18 屆
都能躋身決賽周；其「14 連」佳績
亦由昨天起告終。那麼，世上其餘強
隊的世盃連續參戰紀錄又如何？原來
巴西擁有無可挑剔的好成績，因由
1930 年起每屆決賽周都有「森巴王
國」的份兒！緊隨其後是連同 2018
年的今屆達至「17 連」的德國，其
成績是連同東西德年代的西德在內。
同樣超過連續 10 屆都有份的，還有
球王美斯所屬的阿根廷和近年成績出
眾的西班牙。至於韓國則是亞洲國家
中最好表現，近九屆世盃它都能闖入
決賽周。
■文：鄺御龍

2006 奪冠功臣悉數退隊
昨天除了保方這位作為 2006 年意大
利捧走世界盃的功臣宣佈退出國家隊
後，他的三名隊友巴沙利、迪羅斯以及
基亞連尼都發表退隊宣言。這也加速了
意軍換血的步伐。
保方的國家隊告別戰是其第 175 場比
賽，本來他有望刷新史上最多頂足球
「Cap 帽」的紀錄，現只能落後於埃及
■除了保方(右)外，基亞連尼(左)也退 的哈桑（184場）、沙特阿拉伯的艾迪耶
出國家隊。
路透社 亞（178場）和墨西哥的哥迪奧蘇亞雷斯

（177 場）位居史上第四。從 1998 年世
界盃便開始參與的保方，本來有望成為
「六朝元老」，如今壯舉已成泡影。
至於同屬 2006 年意大利冠軍隊成員
的巴沙利和迪羅斯，前者坦言「從體育
角度來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
望……我現在不知該說什麼」，而在後
備席一度發火的迪羅斯則稱「想想這是
我最後一次脫下這球衣，這令人傷
心」。
■文：鄺御龍

伊巴想歸隊 領隊卻
「落閘」
正從傷患中積極復出的瑞典
神鋒伊巴謙莫域，本已計劃下
月重返英超賽場，如今祖國晉
級世界盃正賽，即燃起去年宣
佈退出國家隊、現年 36 歲的伊
巴歸隊的希望。尤其在這場比
賽結束後，他於 Instagram 放了
瑞典隊慶祝時的樣子，火速錄
得百萬個「讚好」，似有測試
外界反應的味道。
不過，至少瑞典主帥安達臣
並不想伊巴隨便回來。安達臣
在賽後記者會表示：「那是不

可思議的。該球員才在年半前
不再踢（國家隊），如今我們
仍 談 論 他 …… 薩 拉 坦 （ 指 伊
巴），正如我所形容，是我們
歷來最偉大的球員，任何方面
都是絕妙的一名運動員；然而
他選擇了不再參與。有份參與
的那班人表現出色，所以要談
及不在這裡的那個人實在有點
可惜。我有一班做得很多的
人，可以改為去講他們。」其
他瑞典球員也無意在這刻談論 ■當瑞典取得世界盃入場券後，伊巴即在 Instagram
網上圖片
伊巴應否回來。 ■文：鄺御龍 發出賀電。

港足 0：1 負黎巴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亞洲
盃外圍賽港足主場憾敗！面對小組最強
對手黎巴嫩，港足半場陷於打少一人兼
落後的劣勢，雖然港隊頑抗至最後一
刻，可惜無法平反敗局，以0：1落敗。
港足下場必須凈勝朝鮮兩球才可晉級。
面對提早出線的最強對手黎巴嫩，
港足可謂踢出近期最佳表現。上半場
港隊中堅羅素的頭槌及麥基的勁射均
被對方門將擋出，直至完半場前兩分
鐘，球證一次爭議性判決令港隊優勢
盡失。陳俊樂解圍時輕微踢到對方，
來自卡塔爾的球證竟直指 12 碼並直接
亮出紅牌，將陳俊樂驅逐離場！黎巴
嫩隊長馬杜克把握機會一射破網，令
港隊半場以一球落後。
雖然打少一人，不過下半場港隊以跑
動彌補人數上的不足，可惜一直未能組
織到具威脅的埋門，最終港隊主場以
0：1飲恨。但縱使輸波而回，港隊仍有
機會爭出線，假如明年3月27日作客朝

■夏志明(左)與對手力爭皮球。
■陳俊樂(前)在禁區內踢中對手下陰領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兼輸12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鮮時能淨勝對手兩球，仍可晉身決賽
周。而完場後當黎巴嫩球員走向香港球
迷前方時，有球迷向他們投擲雜物，有
機會令香港足總再次受罰。

金Sir對中東球證有微言
對於未能打破西亞魔咒，港隊主帥

金判坤認為球員已盡全力，言詞間亦
表達出對亞洲足協及球證的不滿：
「紅牌兼 12 碼是很難接受的判決，每
次到重要比賽，對中東球隊總會安排
同樣來自中東的球證。亞洲足協絕對
有責任去避免，或許這就是比賽的一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