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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最慘敗仗 路維不認棄老臣有錯

換血矯枉過正

吞狂牛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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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無論是國家足球隊以至境內班霸拜仁慕尼黑，近年都創造過不少瘋狂
大勝賽果，豈料今番輪到「日耳曼戰車」慘成苦主，在 18 日凌晨歐洲國家聯
賽（歐國聯）遭西班牙以 6：0 血洗，被「狂牛兵團」搶去 A 級賽第 4 組頭
名，無緣出線 4 強。德足遭逢 89 年來最大敗仗，堅持續把幾位回勇老臣摒諸
門外的主帥路維自然成為眾矢之的，這位 2014 年世界盃功勳教頭賽後未有妥
協，不認為換血方向有錯。

■ 莫 拉 達 ( 右 二 ， 7 號) 頭 槌 建
功，掀開大屠殺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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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2014 年世界盃奪冠路上曾血洗巴西 7：1，但上屆
德國隊在
世界盃及首屆歐國聯連番小組包尾出局。路維痛定思痛，

去年初宣布棄用湯馬士梅拿、謝路美保定和曉姆斯這三名世盃
功臣，騰出空間讓新人磨練。德足之後在去年比賽取下7勝2和
1 負，但今年頭 7 仗得 3 勝 4 和，已隱現攻乏力守欠穩的毛病，
到是役慘吞西班牙 6 蛋，更證明問題已不能忽視。0：6 更是德
足自1931年0：6不敵奧地利後近89年遭逢的最大敗仗。

紐亞里程
「悲」

進攻中場湯馬士梅拿與中堅謝路美保定縱在拜仁近況出色，
卻仍不獲路維重召，魯迪格是役停賽更見中堅人腳緊張，此戰
作客西班牙，路維派上在拜仁比賽狀態不足的歷卡斯蘇尼和 24
歲的列斯聯新人羅賓高治鎮守中路，夥馬菲亞斯真達和新晉左
閘菲臘麥斯合組防線，卻欠真正的領袖人物。今仗超越美亞以
96 次上陣成為德國隊史把關最多的門將的紐亞，職業生涯卻首
次單場被6次射破十指關。
初段入替受傷的簡拿利斯，法比安彭拿後備搶戲為西班牙貢

其反

獻 3 記助攻，這位拿玻里 24 歲中場於 13 分鐘便貢獻右路角球助
攻，尾柱無人看管的艾華路莫拉達衝上頂入。33 分鐘，効力
RB 萊比錫的 22 歲飛翼丹尼爾奧莫左路傳中入禁區，德足防線
鬆散讓費倫托利斯後上執漏射成 2：0。5 分鐘後又是角球和頭
槌，由洛迪卡斯簡迪接應法比安彭拿助攻跳頂破網。下半場以
莊拿芬泰希入替歷卡斯蘇尼，德足卻照樣再失 3 粒，費倫托利
斯先後接應荷西加耶及法比安彭拿橫傳助攻射入，完成帽子戲
法，最後由奧耶沙巴爾後備建功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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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游泳協會
去年 7 月證實，該
國泳壇新星莎娜
積 克 （Shayna
Jack）在 6 月一次
賽外興奮劑檢查
中出現陽性結
■莎娜積克
果，隨後她被協
會予以臨時禁賽。積克表示，她是在不知
情下攝入被查出的能促進肌肉生長的違禁
藥物，但澳洲體育反興奮劑機構對該類違
規事件的處罰標準是 4 年禁賽。國際體育
仲裁法庭日前作出判決，認為積克攝入禁
藥並非故意，故判其禁賽期減至 2 年，將
在 2021 年 7 月解禁；然而澳洲廣播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志達）要數西班
牙國足的傳奇前鋒，「王子」費
蘭度托利斯必佔一席。今年狂牛
兵團卻冒起了另一位「費托」，
他正是今仗三破德足大門的費倫
托利斯。
費倫托利斯在華倫西亞青訓
出 道 ， 2017/18 賽 季 升 上 一 線
隊，今夏獲英超曼城以 2,300 萬
歐元轉會費羅致隊中。司職翼

星閃閃

鋒的他傳球準繩、盤帶技術及
門前觸覺皆出眾，幫助曼城捱
過中鋒荒，贏得領隊哥迪奧拿
重用。他本賽季在國家隊和球
會出戰了 17 場，便有 8 入球 2 助
攻。年僅 20 歲的費倫托利斯不
僅成為西班牙隊史上第二年輕
的「帽子戲法」球員，也是能
一戰三破德國隊大門的史上第
三人，上一個做到的是英格蘭
名宿奧雲。

「狂牛兵團」全場69％控球率、24次射門12次射正的數據，
全面輾壓僅得2射0中目標的德國隊。「很難解釋德國隊為何會
踢成這樣，這是黑暗的一天。」路維賽後說：「我們下半場試
圖壓迫對手，但西班牙明顯踢得更好，我們毫無機會。己隊今
天無組織、無交流，踢不出部署。」對於質疑何以堅持不重召
梅拿和保定，路維堅稱：「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會繼續
信任我的球員。」

的添姆已率先確保 4 強席位。今年美網實
現突破首奪大滿貫獎盃的添姆，面對今年
法網第 13 次稱雄、追平費達拿大滿貫 20
冠紀錄的拿度，首盤戰至決勝局，添姆在
2：5 落後下奮起直追，而後化解兩個盤
點逆轉 9：7。第二盤拿度率先破發但又
被對手反破，此後儘管挽救 3 個賽點最終
讓比賽又一次進入決勝局，但添姆終以
7：4拿下比賽。
「這絕對是我職業生涯中打得最好的
比賽之一。」添姆賽後評價說，甚至覺
得自己這場比賽發揮的水平比今年美網
還要高。「如果要從今天的比賽找不
足，我好像找不出太多。」拿度也很坦
然，表示對手發揮超棒，而自己其實打
得也挺好。
■新華社

長話短說

澳泳壇女新星獲減刑 難趕上東奧

新
「費托」
現身
連中三元技驚四座

遭全面輾壓 德帥形容
「黑暗一天」

年終賽挫拿度先晉級
添姆自許發揮近完美
美網新科冠軍添姆和西班牙「泥地
王」拿度，英國時間 17 日晚在倫敦舉行
的男子網球年終賽中上演了精彩對決，最
終來自奧地利的 3 號種子兩度決勝局勝
出，實現小組兩連勝，率先晉級4強。
由於隨後一場「倫敦 2020」組的較量
中施斯柏斯頂住壓力 2：1 力壓俄羅斯新
人盧布列夫，這意味着首輪擊敗施斯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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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的表現也令人失望。
將的表現也令人失望
。
路透社

適
防線欠領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稱，屆時她仍將錯過相關資格賽，無緣東
京奧運會。現年 22 歲的積克曾在 2018 年
的英聯邦運動會與隊友打破女子 4×100
米自由泳接力的世界紀錄，被視為澳泳壇
希望之星。

巴塞馬體大戰 又一主將缺陣
接下來周末巴塞隆拿對馬德里體育會
的西甲大戰，除了馬體會射手蘇亞雷斯因
染疫無緣倒戈，巴塞的西班牙中場布斯基
斯在國際賽後又因扭傷韌帶而需避戰。

世冠盃延至 2 月上演
原定 12 月在卡塔爾舉行的 2020 年國際
足協世界冠軍球會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卡塔爾賽會方面昨日宣布，賽事將會
延期至明年2月1日至11日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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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兵揚威 法葡收好尾

▲ 基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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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國聯 18 日的
A 級賽第 3 組最後
一輪，法國隊主
場以 4：2 戰勝瑞
典令對手「降
班」，葡萄牙則作客以 3：2
絕殺克羅地亞，兩名英超球
員都成為主角。
上輪已確保小組第 1 名出線
4 強的法國隊，是役開賽 4 分
鐘落後之下，憑在英超車路
士屈居副選的前鋒基奧特起
孖，以及拜仁慕尼黑後衛柏
華特建功連追 3 球。瑞典在尾
段追成 2：3，但法國翼鋒京
士利高文於補時粉碎了客軍
的希望。6 戰得 3 分的瑞典小
組墊底，降落B級賽。
今季在曼聯多番淪為後

備，中場球星保羅普巴回到
法國隊則連場正選披甲。主
帥迪甘斯稱讚普巴，期望他
回到曼聯也能延續好表現，
「當你要求他（普巴）回後
協助防守，他也會願意去
做，當然他有機會就會把
握。」

曼城新後衛起孖「克」敵
同組克羅地亞在下半場 10
人應戰下被葡萄牙反勝，輸
2：3。以第 2 名完賽的葡萄
牙，隊長基斯坦奴朗拿度（C
朗）沒有進賬，搶盡風頭的是
英超曼城新簽後衛魯賓戴亞斯
梅開二度，完成絕殺。C 朗仍
距伊朗傳奇戴伊的國家隊入球
紀錄差7球。
■綜合外電

南美雙雄報捷 巴西世盃外續領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2022 世界
盃南美洲區外圍賽，
巴西與阿根廷兩大傳
統勁旅雙雙於昨日報
捷。巴西打多一人下作客以 2：0 輕
取烏拉圭，4 戰 4 勝續居榜首；以同
樣比數作客擊敗秘魯的阿根廷緊隨
巴西身後暫列次席。
尼馬缺陣的巴西隊今仗上半場已
憑艾法美路和李察利臣的入球領先
兩球。原本已有蘇亞雷斯確診新冠
避戰的烏拉圭，下半場再有另一主
力射手卡雲尼因踩中李察利臣被逐
離場。今場成為贏波功臣的愛華頓

前鋒李察利臣表示：「雖然今場我
不是在慣常的位置，不過球隊成功
展現出訓練成果並取得入球，我知
道只要按照訓練時那樣做，勝利會
屬於我們。」巴西後防老將堤亞高
施華認為，己隊在尼馬缺陣下表現
出強大的鬥志，保住不失球更顯示
了作為一支爭冠球隊必備的質素。
有美斯坐鎮的阿根廷亦在尼高拉
斯干沙利斯及拿達路馬天尼斯各入
一球下以 2：0 擊敗秘魯。美斯表
示，球隊今場表現出勁旅風範：
「我們由一開始已表現出爭勝決
心，製造了很多機會，我們正在慢
慢強大起來。」
■李察利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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