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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辛斯奧有功五入球

皇馬新班底

血洗新科世盃亞軍

牛氣再現

西班牙走出俄羅斯世界盃 16 強止步的陰霾，以皇家馬德里
球員為重建骨幹的「狂牛兵團」重現強者霸氣。歐洲國家聯
賽 A 級賽昨凌晨第 4 組第 2 輪，西班牙以 6：0 血洗世界盃新
科亞軍克羅地亞。馬高阿辛斯奧三傳一射建功及製造一個烏
龍球，此戰五球都有功勞，連同這位翼鋒，本場狂牛兵正選 11
人就有 6 人來自皇馬。曾是皇馬宿敵巴塞隆拿的隊長及主帥，新任西班牙
教頭安歷基表示，並不在意皇馬兵在西班牙國足人數佔優。
鎮埃爾切主場的西班牙以6球大勝今夏世界盃大出風頭的克羅
坐地亞。馬高阿辛斯奧攻入一球、造成對手烏龍球及交出三個助

攻，其皇馬隊友包括中堅沙治奧拉莫斯、翼鋒艾斯高和右閘卡華
積，前兩人各入一粒，後者則助攻沙奧尼古斯先拔頭籌。加上中堅
拿祖費南迪斯和首次於國際賽登場的中場施巴路斯，西班牙今仗正
選11人有6人來自皇馬，得布斯基斯是巴塞人。

■莫迪歷對大敗六球也
感到錯愕。
感到錯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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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幫失勢？安歷基點兵不看出身
隨着恩尼斯達和碧基退隊，加上世盃後重建的戰術考量，
西班牙正式告別過去十年曾以巴塞班底稱霸歐洲以至世界足
壇的時代。作為巴塞人的安歷基表示：「確實來自皇馬的球
員成了這支國家隊的基礎，但當我在排兵佈陣時，並不會
關注這些球員是屬於哪家球會。在這裡我只看到一種球衣，
就是西班牙的紅色球衣。」
阿辛斯奧此役大放異彩，這位第17次為國披甲的22歲皇馬
翼鋒，第 33 分鐘於禁區頂勁射破網，取得個人國家隊第一
球。3 分鐘後，他右路帶球突至禁區邊推橫並突施冷箭，皮球
中門柱反彈，打在克羅地亞門將路華卡連歷身上彈入網窩。
換邊後4分鐘，阿辛斯奧直線助攻洛迪高摩連奴，華倫西亞前
鋒繼日前贏英格蘭後再有進賬，單刀射成 4：0。56 分鐘，沙
治奧拉莫斯接應阿辛斯奧角球頂入，後者 70 分鐘又橫傳造就
艾斯高錦上添花。

隊史大敗 格仔軍急需接班人
克羅地亞今夏踢出奇蹟，
歷史性殺入世界盃決賽，縱
然屈居亞軍依然贏盡掌聲。
世盃後，「黃金二代」兩將
包括前鋒文迪蘇傑和門神蘇巴
錫先後告別「格仔軍團」，
餘下中場兩老莫迪歷和拿傑
迪錫支撐大樑。

克羅地亞主帥：輸壞頭兩球

歐國聯兩連捷洗世盃頹風
「克羅地亞是世界盃亞軍，但我們今天打出很高水平。」
安歷基賽後點出大勝關鍵：「我們踢出快速而直接的足
球……能讓一支擁有莫迪歷和拿傑迪錫的球隊無所作
為，並不是件易事。」西班牙小組兩連捷獨佔第 4 組鰲
■ 安歷基上任後即連
頭，安帥強調：
「這十天最讓我高興的是球員的態度，不
下兩城。
下兩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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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在球場內還是球場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阿辛斯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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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他和
施巴路斯((右)等幾員皇馬兵
施巴路斯
等幾員皇馬兵，
，都會在西班牙的
重建之路上擔當重要的角色。
重建之路上擔當重要的角色
。
法新社

今年 51 歲的前 AC 米蘭球星
韋亞年初成功當選為利比里亞
新任總統，成為足壇首位退役
後當選國家元首的前足球員。
不過，已退役 15 年的韋亞昨
日竟重披戰衣，於對陣尼日利
亞的友賽中落場獻技。
51 歲的韋亞雖然身形「發
福」了不少，然而戴上隊長
臂章復出的他不失昔日 「世
界足球先生」的風采，除了
上半場一記射門被截到外 ，
幾次爭頂也不落下風 。踢了

80 分鐘，韋亞退下火線，比
賽結果以作客的尼日利亞贏
2：1 完場。據外媒指，韋亞
此役「復出」的目的，是希
望為自己曾經穿過的利國足
14 號球衣退役，當然能否通
過國際足協批准卻是疑問 ，
例如在世界盃 1 至 23 號球衣
就都必須有主人。
韋亞的兒子添韋亞同日也代
表美國隊出戰，友賽迎戰墨西
哥小勝 1：0。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韋亞(中)的14號球衣從利比里亞國足退役。 路透社

丹麥射手賓特拿日前因涉嫌打傷的士司機而面臨
控告，其所屬球會洛辛堡挪威時間周二召開記者
會，賓特拿在會上公開道歉。
「我誠心道歉。」賓特拿說：「我在周日凌晨 2
時犯錯……我對不起球迷、球會，保證以後不會再
犯。」這位被網民稱為「Lord 賓」的前阿仙奴名
將 ， 他 的 模 特 兒 女 友 露 絲 托 夫 （Philine Roepstorff）則爆料稱，是的士司機無故打人在先，並用
樽掟她，只是掟不中，賓特拿見狀才出手，「他只
是出於自衛才打人。」
■綜合外電

疑遭種族歧視 孫興民以球技報復
11 日晚韓國對智利的一場
足球友賽，智利球員迪亞高
華迪斯賽前用手做出「蒙豬
眼」的動作，並將圖片放上
社交平台分享，被指有侮辱
亞洲人之嫌。儘管比賽以 0：
0 結束，然而韓國王牌射手孫
興民一次「通坑渠」，算是
對迪亞高華迪斯一次最有力
的報復。華迪斯本人賽後亦
為事件道歉：「我向任何感
到 被 冒 犯 的 人 要 說 聲 對 不 ■迪亞高華迪斯(左)及後在比賽中被孫興民
起。」
■綜合外電 (右)「通坑渠」。
網上圖片

短 訊
洛里斯酒駕 罰款兼停牌20個月

■賓特拿公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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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在倫敦被警察截查時發現酒後
駕駛的法國門將洛里斯，昨日在倫敦地
方法院出庭應訊，這位熱刺球星選擇認
罪，被判以停牌 20 個月以及罰款 5 萬英
鎊（約51萬港元）。法官判刑時指，洛
里斯的行為可以造成嚴重的交通意外， ■洛里斯(右二)出庭應訊。
無人傷亡只是幸運。
法新社

今仗是拿傑迪錫第 100 次
為克羅地亞上陣，然而兩位
黃金中場聯手，今仗卻吞
下克羅地亞隊史上的歷史
最大敗仗。從隊史佳績到
隊史大敗，克羅地亞當務
之急是要為前中後三線找
到新旗手接班。以 6 球大

半場嚴詞訓示 三獅「「瑞瑞」」醒止連敗

總統也落場 51 歲韋亞「復出」有目的

Lord 賓道歉
護花自衛還手？

敗，克足主帥戴歷痛定思痛指出：「我
們不能哭泣，需要的是改善。失第一球
我們精神不太專注，打算盡快追和，卻
開始放棄了自己的打法。」他直言，對
手主場強勁，更擅於控球，當己隊失到
第二球時，「比賽已分出勝負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拿傑迪錫賽前獲贈國際賽上陣百場的
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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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斯特城的主場出戰，英格蘭靠下半場表現復甦驚險終止三連
敗。連同世界盃四強賽、季軍戰及歐國聯首輪負於西班牙，「三獅
軍」已經三連敗。今場友賽迎擊瑞士，英格蘭讓多員上仗沒有正選或
落場的球員擔正，包括今年才首次入選的般尼後衛達高斯基、中場羅
夫度斯卓克、阿歷山大阿諾特、戴爾夫、丹尼路斯和把關的畢蘭特等
將。
不過，三獅上半場表現仍低迷，畢蘭特的失誤要慶幸梳頓沙基利射
門中柱，及後前者將功補過兩救險球。「我們上半場表現得太禮讓
了，」馬古尼說：「主帥（半場時）嚴肅的發話，下半場讓我們表現
得更好。」「福仔」拉舒福特在 54 分鐘接應基爾獲加右路傳中後柱
位頂入，成為全場唯一入球。修夫基賽後坦言，上半場三獅軍一度陷
於被動追波，十天內己隊接受了兩個艱難的測試。
同日歐洲國家聯賽 A 級賽第 2 組，夏薩特射入 12 碼及盧卡古上下半
場各建一功，比利時作客3球輕取冰島，歐國聯旗開得勝。

巴西新國腳李察利臣好事成雙

另一邊廂的友賽，巴西隊大勝薩爾瓦多5：0，新入選的愛華頓前鋒
李察利臣處子入球，梅開二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拉舒福特(中)試圖突破瑞士隊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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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利臣梅開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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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巴塞對基羅納移師美國上演

■露絲托夫

西甲足球聯賽新賽季準備有新搞作，就是每年有其中一場比賽將移師
海外舉行。儘管有球會反對，但看來勢在必行，據悉明年 1 月巴塞隆拿
作客對基羅納的加泰打吡，決定會改到美國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