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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國外戰火重燃 「橙衫軍」
級數佔優

荷足主場撼
主場撼北愛 矛盾對決
■荷蘭隊攻擊線
荷蘭隊攻擊線，
，迪比
迪比((右)在危險區域尋找機
會，韋拿杜姆
韋拿杜姆((左)則在中場策動攻勢
則在中場策動攻勢。
。 美聯社

■効力蘇超格拉斯哥流浪的
史堤芬戴維斯，
史堤芬戴維斯
，是北愛爾蘭
的中場核心。
的中場核心
。
路透社

2020 年歐洲國家盃外圍賽（歐國外）香港時間 11 日
凌晨戰火重燃，其中 C 組將會爆發矛盾大戰，由攻力銳
利的荷蘭國足佈陣恭候北愛爾蘭。北愛暫時失球數字
是冠絕 C 組的 5 支球隊，不過這場矛盾對決，以佔主場
之利兼近績較具「含金量」的「橙衫軍」勝算稍高。

為保榜首 格仔軍「匈」群出擊

（有線 602 及 662 台周五 2：45a.m.直播）
蘭與北愛的小組近況分別為 3 勝 1 負積
9 分及 4 勝 1 負積 12 分，位列第 3 及第 2
位。不過，荷蘭有 4：2 勇挫德國隊的紀錄，
還有主場以 4 球先後橫掃白俄羅斯及愛沙尼
亞，小組 4 戰便合共炮製了 14 個「士哥」；
反觀北愛的 4 場勝仗都是在榜尾兩支弱旅白
俄羅斯同愛沙尼亞身上取得，「含金量」難
與「橙軍」相比。

荷

括諾域治的卡夫卡特與李斯特城的莊尼伊雲
斯，這亦解釋到北愛守強攻弱的原因，他們
在歐國外 C 組 5 戰失 4 球，是 5 隊中最少的。
上月主場面對實力分子德國，北愛主場便即
吞兩蛋，可見級數上始終與傳統強隊有距
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中場大師莫迪歷在皇家馬德里已
不再是必然正選，
不再是必然正選
，然而在克羅地亞
仍是精神領袖。
仍是精神領袖
。
法新社

克羅地亞是去年世界盃的亞軍，在國
家足球隊層面名氣大於匈牙利，但目前
在歐洲國家盃外圍賽「格仔軍」在 E 組
榜首只比匈牙利多 1 分。儘管如此，匈
牙利作客發揮走樣，令此行搶分更添阻
力。（有線 601 及 661 台周五 2：45a.
m.直播）
克羅地亞作客走勢不算穩，上輪歐國
外甚至只能戰和小組墊底的阿塞拜疆，

然而綜合主客場表現整體上還是不俗，
作客 4：0 大破現列小組次名的斯洛伐
克，主場 2：1 擊退威爾斯，讓他們能以
3 勝 1 和 1 負積 10 分力守頭名。今次格仔
軍點兵，中場莫迪歷、波索域、拿傑迪
錫，前鋒列比錫和比列錫繼續領軍，誓
要在對上 10 場作客的國際賽輸了 7 場的
匈牙利身上全取3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人才輩出 朗奴高文或試變陣
別忘記，眼下的荷蘭隊呈現王朝復甦之
勢，比德國隊勢頭更盛。人腳方面，鋒線除
了領軍的迪比，還有個人在荷甲球會燕豪芬
以至國際賽近 7 仗入了 12 球的 20 歲新星當耶
爾馬迪。中場的法蘭基迪莊、韋拿杜姆，一
對中堅華基爾雲迪積克與馬菲斯迪歷特，也
是當今足壇一流球星。主帥朗奴高文賽前對
球隊人才輩出表示高興，「中場與進攻也有
不同的可能性，也許我們在緊接兩仗間會作
一些變陣，但也要取決於情況。」
相對上，北愛中前場球員則是以在英超以
下級別球會或蘇格蘭賽場搵食為主，比如中
場的米杜士堡球員麥尼亞和格拉斯哥流浪的
史堤芬戴維斯；而防線則有較多英超兵，包

威爾斯料搶分「伐」力

■華基爾雲迪積克為荷足在
門前築起屏障。
門前築起屏障
。
美聯社

■丹尼爾占士能否協助威爾
斯扭轉作客弱勢？
斯扭轉作客弱勢
？ 法新社

可看自由神像，到瑞典就可以來看施拉坦
（伊巴）像。」
今年 38 歲的伊巴効力過阿積士、祖雲
達斯、國際米蘭、巴塞隆拿、曼聯等豪
門，入球逾500個。
■綜合外電

德國隊世
界盃冠軍功臣
舒韋恩史迪加
「小豬」決定
高掛球靴，在
35 歲 之 齡 為
自己的職業足
球員生涯畫上
■舒韋恩史迪加告別
句號。這位前
綠茵場。
綠茵場
。
法新社
拜仁慕尼黑傳
奇中場通過社交媒體，向舊會、家人和球迷
一一表達感謝之情。
「我必須感謝球迷們，以及我効力過的
球隊，包括拜仁慕尼黑、曼聯、芝加哥火
焰和德國國家隊，是你們讓我度過了這段
難以置信的時光！」舒韋恩史迪加在自己
的社交媒體帳號中寫道：「我也要感謝我

太太伊雲奴域和家人對我的支持。作為現
役球員，道別總令人傷感，但我也期待一
些即將到來將激動人心的挑戰。我會一直
熱愛足球……你們將永在我心中。」
「小豬」在拜仁出道，在一線隊的13年
間隨拜仁勇奪 8 次德國甲組聯賽錦標以及
7 次德國盃冠軍，另外歐洲聯賽冠軍盃、
世界冠軍球會盃、歐洲超級盃的冠軍各 1
次，合計為拜仁征戰了 500 場比賽。拜仁
聞悉小豬退役也發文致敬，「感謝你的一
切！你永遠是我們一員！」
2015 年他離開拜仁，轉投英超的曼聯接
受新挑戰，儘管難以站穩正選陣腳，然而
依然有英格蘭足總盃的冠軍獎牌落袋。
2017 年他遠赴美職聯賽，備受芝加哥火焰
器重，退役前職業生涯球會紀錄為上陣
627場，入了78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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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甲
組聯賽球會
AC 米蘭昨日
宣佈，聘任
派奧利接替基安保羅出任球隊主教
練，簽約兩年。
2016/17 賽季，派奧利曾經執掌
過國際米蘭的帥印，但帶隊 27 場比
賽輸了 10 場，因而被解僱。此後，
他曾前往費倫天拿執教，也因為戰
績不佳離職。53 歲的派奧利在教練
生涯中從未率隊奪得過冠軍，但是
曾帶領拉素殺入過歐洲聯賽冠軍盃
■派奧利成為
AC 米蘭的新任
教頭。
教頭
。 法新社

的淘汰賽。派奧利成為 2014 年 1 月
阿利基尼被解職之後 A 米的第九任
主帥，在這段時間裡球隊還幾次更
換老闆和管理層。

在任時間隊史上最短
基安保羅今年 6 月接替加度素成
為 A 米教頭，上賽季意甲球隊排名
第 5，無緣歐聯，加度素離職。基
安保羅上任後，A 米 7 戰 4 敗，在任
111 天便黯然被炒，成為隊史上在
任時間最短的主教練。
■新華社/綜合外電

長話短說

主隊

創世盃歐國盃合計上陣紀錄
在國際賽，小豬是歷來於世界盃和歐洲
國家盃決賽周合計上陣次數最多的球員，
達到 38 場，比舊紀錄的高路斯多 1 場。
2014 年小豬以副隊長身份協助德國隊高舉
大力神盃，2016 年歐國盃是他出戰的最後
一項大賽，國際賽披甲次數定格在 121
場。
■綜合外電
■ 小 豬 2014
年以副隊長身
份，帶領德國
隊勇奪世界盃
冠軍。
冠軍
。
法新社

伊朗賽場終解禁 女性准入球場

相隔111天再易帥
派奧利接掌A米

賽事

里及曼聯的狀態都甚佳。不
過，歐國外小組兩場作客先
後 1：2 輸給了克羅地亞及 0：
1 負於匈牙利，以致 4 戰僅得
6 分位列第 4。5 戰有 9 分的斯
洛伐克續由中場大將咸錫擔
大旗，是役誓將全力爭勝，
歡送告別國際賽場的中堅史
卡迪爾與前鋒尼美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致謝家人球迷舊會 德國傳奇小豬掛靴

伊巴銅像揭幕 推薦球迷來朝聖
瑞典神鋒伊巴謙莫域（伊巴）在家鄉
馬模 8 日當天，為自己位於馬模體育場外
的銅像揭幕。
伊巴的雕像由瑞典足協出資，高約 2.7
米，重量約為 500 公斤。他日前親身回鄉
為銅像揭幕，致
■ 伊巴謙莫域為
詞時表示：「這
自己的銅像揭
雕像代表住成
幕。
法新社
功，且不單是足
球層面。我沒有
特別厲害，也不
是萬中無一，我
只是努力不懈，
相信自己。」伊
巴現効力的美職
球會洛杉磯銀河
也發佈了一段短
片，伊巴在片中
豪言：「去紐約

明晨歐國外E組威爾斯將作
客對斯洛伐克，雖然兩隊近
績都不算出色，然而斯洛伐
克作為兩員老臣子的告別
戰，預料將不甘於主場球迷
面前失威。（有線 603 及 604
台周五2：45a.m.直播）
威爾斯隊中一老一少的側
擊好手加里夫巴利和丹尼爾
占士，近來分別於皇家馬德

伊朗 40 年來只准男性進入足球場的爭
議政策，在國際足協（FIFA）上月揚言
取消伊朗的世界盃外圍賽主場權利後終被
打破，伊朗女球迷當地時間 10 日將可在
德黑蘭入球場，觀賞伊朗對柬埔寨的世盃
亞洲區外圍賽。由於伊朗神職人員主張，
40 年來伊朗一直禁止女性踏入足球場或
體育館。

迪比利停賽2場 無緣鬥皇馬
上輪西班牙甲組聯賽大勝西維爾一役，
巴塞隆拿翼鋒奧士文尼迪比利（O 迪比
利）完場前被指向球證出言不遜，被逐離
場。西甲賽會昨日判罰這位法國國腳停賽2
場，將錯過對陣皇家馬德里的國家打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