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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歐洲國家盃外圍賽（歐國外）於剛過去香港時間周二

凌晨上演多場賽事，結果德國、荷蘭及比利時皆順利獲勝，
其中德國作客兩球淨勝北愛爾蘭殺上 C 組榜首；同組的荷蘭
則作客以四球淨勝愛沙尼亞；至於 I 組比利時作客同以四球
淨勝蘇格蘭，分組賽六戰六勝獨居榜首。

雖然剛於主場不敵荷蘭，但德國球員的信心
似乎未有因此受到影響，是役作客賽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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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國外賽場成勁旅天下

榜首的北愛爾蘭全場控制大局；雖然上半場未
能取得入球，但德國下半場加強攻勢，更於開
賽僅 3 分鐘便由効力 RB 萊比錫的右閘侯斯頓
保，接應球會隊友迪姆華拿的二傳射入；領先
的德國於補時階段再由拜仁慕尼黑翼鋒基拿比
錦上添花，得以兩球淨勝北愛爾蘭，賽後以 5
戰4勝1負得12分，力壓對方升上C組榜首。
德國教練勒夫賽後就表示，球隊仍在學習當
中：「在不敵荷蘭後，球隊不可能沒有壓力，
加上北愛爾蘭上半場勇敢地與我們對攻，令球
隊壓力更大，幸而我們於下半場表現大有起
色，最終獲得勝利。事實上，我在今場作出了
一點輪換，這陣容之前沒有太多合作機會，故
需要一些時間和耐性，這也是球隊的學習過
程。」
與德國同組的荷蘭，是役作客愛沙尼亞
同樣贏得輕鬆，先由老將賴恩巴布建功領

先半場；換邊後巴布射入今場個人第二球，加
上里昂前鋒迪比和利物浦中場韋拿杜姆各入一
球，「橙衣兵團」得以四球淨勝對手，賽後以
4戰3勝1負得9分繼續留守第三位。

迪比膺荷蘭近十年助攻王
值得一提的是，今場射入一球的迪比同場亦交
出兩次助攻，令到這位前曼聯球員歷來在國際賽
累積17次助攻，是近10年來荷蘭助攻最多的球員；
根據數據顯示，迪比是超越有16次助攻的史奈達
和15次助攻的洛賓榮登「助攻王」。
至於 I 組方面，比利時上半場憑盧卡古、華
美倫和艾達韋列特入波領先三球，當中全數由
曼城中場奇雲迪布尼作助攻，亦讓他成為歐國
外史上首位單場「助攻連中三元」的球員。下
半場，迪布尼不再作助攻，反而個人於尾段射
入一球，協助比利時作客四球淨勝蘇格蘭，賽
後以6戰6勝得18分獨居榜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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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籃球世盃出局

美國五連勝入八強

來季禁用忍者式頭帶

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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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體育頻道 ESPN 昨天
報道，基於安全考量，美國
職籃 NBA 將於 2019-2020 球
季起禁止球員綁「忍者式」
頭帶上場比賽。
所謂「忍者式」頭帶指的
是把一條布料做成的頭帶綁
在額頭部位，並在頭後方打
結，讓頭帶兩端垂在後腦杓。上個球季不
少球星都有綁，包括邁阿密熱火的占美畢
拿、 新奧爾良鵜鶘的賀列迪，以及明尼
蘇達木狼的卡爾唐斯。
法新社和路透社報道指，球場上這股頭
帶風潮從未正式獲 NBA 認可，如今 NBA
展開行動下達禁令。
NBA 發言人巴斯透過聲明告訴 ESPN：
「忍者式的頭飾並非 NBA 裝備的一部
分，也並未通過聯盟的核可程序。球隊已
提出安全上的關切。此外，頭帶尺寸、長
度上的一致性和綑綁方式都需要徹底檢
視，才能考慮是否改變現行規則。許多球
員上一季開始使用忍者式頭帶，我們並不
希望在球季打一半的時候引發混亂，但我
們已於 5 月通知各球隊，頭帶將不隸屬這
一季比賽規定穿着的一部分。」■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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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薩特夥 J 洛復操本周末復出

西班牙傳媒報道，早前因傷缺陣的夏薩特和占士
洛迪古斯（J 洛），已於日前全面恢復操練，兩人
更有望於本周末皇家馬德里主場對利雲特的西甲比賽上
陣。今夏以 1 億歐元身價由車路士轉投皇馬的夏薩特，
至今仍未曾替新東家於正式比賽落場。

迪格蘭賴斯棄愛爾蘭曾受恐嚇
効力韋斯咸的中場新星迪格蘭賴斯，日前接受訪問時
表示，自己曾因放棄代表愛爾蘭，改以為英格蘭出戰國
際賽而遭受球迷死亡恐嚇：「有很多像假賬戶的人在網
上說會去到我的家，但我不能再說下去，因他們已威脅
到我和家人的性命。」

場，巴西隊始終緊咬比
分。比賽第二節，巴西主
教練因為抗議判罰吃到第
二次技術犯規被驅逐出
場。上半場比賽結束時，
2019 籃球世界盃第二
美國隊43：39領先。
階段分組賽和排位賽日前
下半場巴西隊陷入得分
迎來收咧戰，八強席位也
荒，美國多點開花不斷擴
隨之塵埃落定。「字母
大領先優勢。巴西最終無
哥」阿迪圖昆保領銜的希
力抵抗，美國 89：73 大
臘雖然獲勝，但最終因為
勝巴西取得分組賽 5 連勝
小分劣勢還是無緣八強，
順利晉級八強，巴西隊則
而美國隊則以五戰全勝的
遭到淘汰。
戰績順利晉級八強。
L 組法國和澳洲上演強
分組賽第二階段 K 組出
強對話。由於兩隊已經提
線形勢較為複雜，如果捷
前晉級，因此本場比賽勝
克戰勝希臘，那麼他們將
負只會關係到八強戰的對
直接晉級八強。如果捷克
手。上半場，兩隊46：46
不敵希臘隊，那麼他們將
戰平。易邊之後，法國一
和希臘比小分，希臘只有
贏捷克 12 分以上才有出 ■美國的甘巴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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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新華社 比分追平。兩隊勝負懸念
一直到比賽最後時刻才見
開場後希臘隊迅速進入
狀態並取得領先，第二節「字母哥」多次偷波 分曉，德拉維多瓦最後時刻連續兩次製造犯
帶領球隊打反擊，但薩托蘭斯基帶領捷克打出 規，4 罰 3 中幫助澳洲取得 1 分領先。最終澳
進攻高潮將比分追平。依靠半場結束前的罰 洲 100：98 險勝法國。L 組另一場比賽，立陶
宛 74：55 大勝多米尼加，兩隊同時結束本屆
球，捷克33：32反超前希臘。
易邊後捷克失誤增多，希臘再度奪回領先。 世界盃之旅。
其他幾場排位賽中，約旦 79：77 險勝塞內
末節，「字母哥」進攻犯規 5 犯離場，捷克隊
一度將分差縮小到 2 分。暫停後，希臘穩住場 加爾，用一場來之不易的首勝告別了本屆世界
上局勢，最終以84：77擊敗捷克。由於未能淨 盃。黑山 80：65 戰勝日本，新西蘭 102：101
勝捷克隊12分，只能遺憾地告別本屆世界盃。 險勝土耳其，德國82：76擊敗加拿大。
本屆八強戲碼方面，塞爾維亞將對陣阿根
K組另一場比賽中，巴西隊迎戰保持不敗的
美國。巴西如果能夠戰勝美國就有出線的機 廷，波蘭對陣西班牙，法國遭遇美國，捷克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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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爆冷逼和克羅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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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世界盃亞軍克羅地亞，在香港時間周
二凌晨的歐洲國家盃外圍賽遇上意外，作客
竟爆冷於領先一球情況下被阿塞拜疆逼和 1：
1 完場，幸而賽後仍可於 E 組以 5 戰 3 勝 1 和 1
得10分續排榜首。
克羅地亞全場佔盡上風，更於上半場 11 分
鐘由皇家馬德里中場莫迪歷射入 12 碼先開紀
錄；領先的客軍之後有機會拉開比數，可惜
列比錫妙射被擋出，埋下失分伏線；下半場
72 分鐘，阿塞拜疆的後備球員沙利薩迪建下
奇功，終協助球隊搶得於今屆外圍賽的第一
分。
另一方面，有西班牙媒體對莫迪歷作出分
析，指這位金球獎得主由於已屆 34 歲，年齡
較一眾皇家馬德里隊友為高，因此教練施丹
將會逐漸讓其淡出，更可能於明年夏天讓這
位歐聯三連霸功臣離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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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巴謙莫域雕像
伊巴謙莫域雕像
將在家鄉揭幕

瑞典足協日前宣
佈，瑞典前鋒伊巴
謙莫域將於 10 月 8
日在其家鄉馬模為
自己的銅像揭幕。
據悉，這座雕像
高 2.7 米，重 500 公
斤，將被安放在馬
模球會附近的廣場
上，而「伊巴」也
正是在這裡開始了
他的職業生涯。
37 歲的「伊巴」
目前在美國職業足
球大聯盟洛杉磯銀
河隊効力，他對將
雕像安放在家鄉的
決定表示「非常高
興」。他說：「一
切都是從這裡開始
■伊巴謙莫域將出席銅像
的，我的心也在這
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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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瑞典足協於 2015
年啟動該項目，足協秘書長舍斯特蘭德說：「這座雕像將
永遠代表着瑞典歷史上最偉大、世界上最優秀的足球運動
員之一。」
自1999年在瑞典職業聯賽首次亮相以來，「伊巴」已經
為阿積士、祖雲達斯、國際米蘭、AC米蘭、巴黎聖日耳門
等球會攻入超過400個入球，與球隊一同贏得了多個冠軍獎
盃，此外他還為瑞典國家隊攻入了62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