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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高阿辛斯奧(右)跟施巴路
斯，兩員西班牙年輕中場今仗
有機會擔正迎敵。 法新社

西班牙經歷世界盃傷痛後找來前巴
塞隆拿冠軍教頭安歷基掌帥，重建工
作很快便初見成效，重現強勁攻力。

■作為英格蘭的入
球核心，哈利卡尼
已連續數場國際賽
沒有入球。法新社

在世盃主要靠死球破關的英格蘭儘
管有幾名新秀冒起，但他們尚需時
間磨練，而領隊修夫基仍未為「三獅軍」找到
新的入球良策，隨着哈利卡尼近來啞火，
整體陷於入球難的困
境。明晨歐洲國家聯
賽，英格蘭作客若
然能夠保分而回
已經算是有交
代。（有線
602 台及 662
台周二 2：
45a.m. 直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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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上位

班牙今屆世盃 16 強出局後，恩
西尼斯達、大衛施華跟碧基幾位冠

軍老臣宣佈退隊，作為前巴塞隆拿將
帥，「狂牛」新任教頭安歷基以皇家
馬德里球員為新班底，上月歐國聯接
連以 2：1 力克英格蘭及大破世盃亞軍
克羅地亞 6：0。英格蘭於世盃一路以
死球戰術過關斬將，結果以第四名完
賽，不過領隊修夫基的打法似被對手
看破，世盃後戰績被打回原形。

哈利卡尼否認疲憊
三獅軍日前歐國聯作客跟克羅地亞
互交白卷，其實有不少機會，惟過不

到門楣門柱，拉舒福特又多番失機。
修夫基力撐「福仔」指，這位曼聯小
兵上月國際賽入了兩球，最重要是己
隊繼續創造足夠機會。至於連續六場
國際賽啞火的頭號鋒將哈利卡尼，對
於被指出現倦憊的質疑則表示：「用
近幾季標準來衝量，會覺得我狀態走
疲，」這位今季英超 8 戰其實已入 5 球
的殺神揚言，「我體力很棒，不需休
息。」
西班牙狀態和兵源都比英格蘭理
想，前鋒迪亞高哥斯達、艾斯高和後
衛卡華積幾員傷兵都沒入選名單的
「狂牛」，日前友賽才輕取威爾斯4：
1，該役安歷基甚至沒派出最強陣容，
包括中場布斯基斯、堤亞高艾簡達拿
和皇馬攻擊手馬高阿辛斯奧等好幾位

橙軍致敬兩元老
大破德國隊後，荷蘭足
總為雲達華治和古積特兩
員功勛老臣舉行了國家隊
的告別儀式。今年 38 歲的
古積特曾為荷足上陣 104
次入 24 球，對上一次代表
荷蘭隊上陣已經是2014年
之事，這位利物浦昔日鋒
線名將今年5月正式宣佈掛
靴，荷足總今次為他和雲

達華治安排了致送紀念球
衣的儀式，球迷亦向他們
報以掌聲致謝。為國披甲
109 場入 25 球的雲達華治
則已有5年沒有披上橙色戰
衣，這位今年 35 歲的昔日
中場核心已淡出主流聯
賽，現時於丹麥聯賽搵
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主力料將重回正選，而國際賽比在華
倫西亞的表現醒神的洛迪高摩連奴也
相信會出現在鋒線上，跟對威爾斯一
戰連建兩功的柏高艾卡沙合作攻堅。
事實上，狂牛陣中有不少於英超搵
食的球員，包括曼聯門將迪基亞，車
路士兩閘艾斯派古達和馬高斯阿朗
素，相信對部分英格蘭球員的踢法都
不會陌生。綜合各項因素，相信西
班牙主場有力拿下這三分。目
前，西班牙在歐國聯 A級
賽第 4 組兩戰積 6
分，以 5 分領先
其餘兩隊英格
蘭及克羅地
亞，再贏一場
便有望提前鎖定
附加賽資格。
■三獅軍射手拉舒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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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獅中場線有占士
麥迪遜(左)、巴克里
等年輕球員可選擇。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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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維(左)雖獲德足留任，但戰績未 ■烏夫(左二)首次上陣攻堅，結
見改善。
法新社 果卻無功而還。
美聯社

得更好。」

路維「里程『悲』」連續三仗冇波入
本場是德國主帥路維執教國家隊的第 168
場比賽，創造新的隊史紀錄，可惜最終結果
卻是「里程『悲』」。德國在 2018 年世界盃
上貴為衛冕冠軍卻慘遭小組淘汰，如今這場
慘敗對路維無疑是雪上加霜。德足連續三仗
無入球，路維賽後表示己隊的信心出了問
題，「我們缺乏信心，不在狀態，同時也很
想念那些因傷缺席的隊員。我們現在最大問
題是把握不住機會，如果先入球，會讓我們
收穫信心。」德國於第1組兩戰積1分墊底，
下輪作客挑戰此組積 4 分居首的新科世界盃
冠軍法國，賽前路維臨時召入 U21 德足隊
長、利華古遜後衛莊拿芬泰希備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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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調整狀態，美斯近來暫 袖。」在南美踢過球的美斯表
別阿根廷國家隊。對於這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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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辛奴
今
「球王」的表現，作為阿根廷 論「無知」，「馬拉當拿真的那
■米克舒麥加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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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球王」的馬拉當拿日前
曾在皇家馬德里和
米蘭等
作出批評：「美斯確是偉大的 建信心，而非一味攻擊美斯。」
虎父無犬子！德國車神舒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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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球員，但在國家隊卻不然。」
國腳前鋒卡斯辛奴，在跟隨意大
的兒子米克舒麥加，昨日摘下個
人職業車手生涯的首個重要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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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退役。他 13 日發表聲明說：
標，贏得了 2018 年歐洲三級方
在執教阿根廷時跟美斯合作
「是我決定退役的時候了，現在
程式賽車（F3）總冠軍，年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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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老馬坦言：「賽前跟主帥
應該轉移重心到其他事情上。」今年
19 歲的米克今季曾經勇奪五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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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隊友交流前他總是心不在
歲的卡斯辛奴去年
1 月與森多利亞解
勝。因為滑雪意外仍處於昏迷狀
焉，甚至前一刻還在打遊戲
約後曾短暫効力維羅納，但兩周後就以
態的 F1 德國車神米高舒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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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美斯希望成為場上領袖，
1990一
年 首一
次 在 F3 封 王 時 為 21
■
馬拉當拿認為美斯不適合做隊
但你很難指望一個賽前去 20 次
場上「壞孩子」曾為意大利國足上陣
歲，現在兒子米克可說是青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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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間的球員能成為真正領 長。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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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神之子米克舒麥加 封王

門，憑藉下半場射入的
12 碼，以 1：0 取得隊史
上第一場勝仗。賽前，
直布羅陀更被阿美尼亞
主辦方播錯了列支敦士
登的國歌，對此在社交
媒體表達了不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志達

「鬱金香」再次綻放，荷
蘭於當地 13 日晚歐洲國家聯
賽 A 級賽第 1 組，主場以 3：
0 大勝德國，隊史上首次以 3
球優勢擊敗「德意志戰
車」。
荷蘭上次擊敗德國還是在
2002年的熱身賽，此役頂住德國前20分鐘的
攻勢後，荷蘭 30 分鐘藉角球進攻先聲奪人，
賴恩巴布頂頭槌中楣彈出，利物浦中堅雲迪
積克頂入空門。德國雖在下半場派出利萊辛
尼等攻擊手加強進攻，但收效不大，反被荷
蘭利用反擊在 86 和 91 分鐘由在里昂得到重
生機會的曼聯棄將迪比以及利物浦中場韋拿
杜姆連下兩城。「我當然為球隊感到驕傲，
這美妙結果我們等待已久，」荷足主帥朗奴
高文說，「不過我們還需看看哪些方面能做

卡斯辛奴宣佈掛靴

直布羅陀取得隊史首
捷。這支 2013 年正式參
與國際賽事的球隊至今
已 遭 逢 正 式 比 賽 22 連
敗，被視為魚腩部隊的
他們，昨日凌晨於歐洲
國家聯賽作客對陣由米
希達利恩掛帥的阿美尼
亞，竟然爆出驚天大冷

對賽最慘一敗

■雲迪積克
雲迪積克((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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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荷蘭先拔頭籌。
。 法新社

■古積特(左)與
雲達華治獲贈紀
念球衣。
路透社

被播錯國歌
直布羅陀歷史首捷

英格蘭今次名單不乏後起之秀，其中德甲開
季為多蒙特貢獻 1 入球及 6 助攻的 18 歲新星查
頓辛祖，日前對克羅地亞後備亮相；而李斯特
城年輕左閘芝維爾，在丹尼路斯倦勤下相信也
續有擔正機會。由於「三獅」中堅史東斯和中
場佐敦軒達臣是役停賽，中場有機會由李城新
丁占士麥迪遜或熱刺的雲克斯填補空缺。主帥
修夫基提醒麾下：「我們要在有 6 萬觀眾的
客場比賽，必須盡力踢出競爭性。」
英格蘭預計陣容：門將/比克福特；後
衛/基爾獲加、祖高美斯、哈利馬古尼、
芝 維 爾 ； 中 場/占 士 麥 迪 遜 、 艾 歷 迪
亞、巴克里；前鋒/史達寧、哈利卡
尼、拉舒福特。
西 班 牙 預 計 陣 容 ： 門 將/迪 基
亞；後衛/艾斯派古達、拿祖費
南迪斯、沙治奧拉莫斯、馬高
斯阿朗素；中場/佐治高基、
布斯基斯、堤亞高艾簡達
拿；前鋒/馬高阿辛斯奧、洛
迪高摩連奴、柏高艾卡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