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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依賴祖記兵 文仙尼任內 22 場不敗

集各隊大成

意軍蛻變復興
意軍
蛻變復興
意大利在最後一輪歐洲國家聯賽（歐國聯）分組賽作客淨勝波斯尼亞 2：0，主帥文仙
尼的弟子兵 22 場不敗，寫下 2006 年以來的最佳成績。從過往一段長時期倚重祖雲達斯
球員，到現在的「集各隊之大成」，成為文仙尼這個「藍衣王朝」蛻變復興的重要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石。
大利在 19 日凌晨的歐國聯 A 級賽第 1 組末輪，作客擊敗波斯尼亞便
意可穩入
4 強。對比日前贏波蘭一戰，意軍是役正選陣容只作了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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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歐國聯4
4 強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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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高貝拉迪替換貝拿迪斯治一個調動，由此 11 名擔正球員已無一人是効
力祖雲達斯，這還是近 10 年來第 4 次。而這 11 人更分別是來自 8 家球
會，可謂「集各隊之大成」，這無疑是受惠於國際米蘭和AC米蘭的復
興以至其他一些意甲球隊的冒起。
過往多年，「BBC 防線」一直是意軍的堅強後盾，但隨着邦路斯
與基亞連尼因傷病缺陣，今次大軍名單的祖記球員就僅餘費達歷高
基艾沙和貝拿迪斯治兩人。總結今仗正選，國米貢獻了中堅巴斯東
尼與中場尼高路巴列拿兩位後起之秀，翼鋒杜文尼高貝拉迪同文
路爾盧卡迪利來自暫居意甲次席的「黑馬」薩斯索羅，而左閘艾
馬臣柏美尼和中場佐真奴費路則是英超車路士隊友。

歐國聯 4 強誕生
比利時過關 門神丟臉

正選無
「斑馬」
球員 10 年來僅 4 次
除了上述 6 人，今個正選陣容其他 5 人都是効力不同球會：
門將當拿隆馬是 AC 米蘭，中堅法蘭斯高阿沙比是拉素，右
閘費奧倫斯是法甲巴黎聖日耳門，前鋒恩斯治尼是拿玻里，
中鋒比洛迪是拖連奴。自 2012 年 8 月對英格蘭和 2018 年 9
月對葡萄牙，近10年另外兩次正選無祖記球員的比賽都是
■比洛迪
比洛迪((左)表現活躍
表現活躍。
。
近兩個月之事，分別是上月對摩爾多瓦以及今仗，減少倚
賴「斑馬兵」的趨勢似乎愈見明顯。
憑藉比洛迪破網，加上文路爾盧卡迪利助攻薩斯索羅
隊友杜文尼高貝拉迪連續第二場建功，意軍以2：0輕取
波斯尼亞鎖定小組頭名，出線歐國聯4強。文仙尼雖然
因新冠肺炎無緣督師，但他這支意足已連續 22 場不
敗，創球隊 2006 年世界盃冠軍時代連續25 場不敗後
的最佳走勢。恩斯治尼在擊敗波斯尼亞後表示，球
員心態的改變最重要，「大家在比賽中竭盡全
力……我們知道要自豪地穿起這件意大利球衣。」
過往在國米與曼城寫下過輝煌執教履歷的文仙
尼，賽後接受視像訪問時指出，己隊縱有具天
賦的年輕球員，但也要有適當的方法和心態去
磨練他們，「萬事起頭難，但只要給他們機
會，堅持下去，他們就能有好表現。」其中
他更好看剛升格大國腳的巴斯東尼將可成為
■杜文尼高貝拉迪
杜文尼高貝拉迪((左)連續
下一個邦路斯、基亞連尼。
兩場有「
兩場有
「士哥
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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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歐國聯 6 輪的分組賽全部戰罷，
19 日凌晨趕上決賽圈 4 強尾車的除
了意大利，還有第 2 組的比利時，
「歐洲紅魔」是憑盧卡古起孖主場
以4：2擊敗爭出線的對手丹麥，但門
神高圖爾斯的低級失誤卻淪為笑柄。
盧卡古繼續是比利時的贏波關鍵，在
球隊被迫和後下半場連入兩粒確立 3：1
的優勢。臨完場前，上屆世界盃「金手
套獎」得主高圖爾斯接應回傳時竟控甩
腳，將球送入自家大門，幸得隊友奇雲迪
布尼及時襄助回敬對手一球，助比利時奠
勝，今場不敗便夠分晉級的歐洲紅魔亦順利
鎖定頭名。同組英格蘭憑曼城天才中場菲爾
科頓兩射一傳、個人首替「三獅軍」大國腳建
功，主場輕取冰島4：0，以小組第3完賽。

■高圖爾斯將球送入己方大門。

■安東尼愛華士夢想成真
安東尼愛華士夢想成真。
。

■基利湯臣才缺陣了一整個球季
基利湯臣才缺陣了一整個球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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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華士在効力喬治亞
大學鬥牛犬隊時便已展現
出 NBA 等級的水準，1 米
96 的身高和 104 公斤的體重
卻依然爆發力十足，能輕易
利用攻守轉換的時機取分，
帶球上籃技巧亦高超，獲譽為
「閃電俠」韋迪的接班人，惟
防守與三分球都是其弱點。至
於榜眼及探花，則分別是獲金州
勇士選中的中鋒占士維斯文及獲
夏洛特黃蜂招攬的拉美路波爾，後
者是鵜鶘後衛朗素波爾的弟弟。

美斯發牢騷 厭倦屢成是非風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英超
豪門曼城昨晚宣布，正式續約球隊主帥
哥迪奧拿至2023年夏季。
哥迪奧拿在曼城官網解釋，得到高層
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是他選擇繼續執教
「藍月兵團」的原因，「在很多糟透的
時刻，我仍看到人們給我的支持，當然
這包括了（球會行政總裁）蘇利安奴和
（球會足球總監）布基斯坦，而來自
（球會主席）穆巴拉克的支持尤其重
要，這是我願意繼續執教的主要原

因。」
在執教母會巴塞隆拿時橫掃 2009 年
的「六冠王」嶄露頭角，哥帥2016年離
開德甲拜仁慕尼黑帥位入主曼城，迄今
率隊贏得兩次英超冠軍、1次足總盃及 3
次聯賽盃錦標，去年英超排名第 2。哥
帥續說：「我希望和球會擁有的優秀球
員繼續合作，特別是為了球迷。我們為
自己的比賽和贏波的方式感到自豪，雖
然知道要在英超贏冠軍是非常困難，但
可以的話我們希望能再進一步。」

■美斯甚感無奈
美斯甚感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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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利湯臣復出操練又傷過
其他一些 NBA 消息：上賽季因傷缺
陣的勇士明星得分後衛基利湯臣，昨天
訓練時右小腿受傷，外媒指其傷勢「不
妙」。奧克拉荷馬雷霆將丹尼格連交易到
費城76人，換來中鋒賀福特與1個首輪選秀
權及1個次輪選秀權。
■中央社

哥帥續約曼城：與球員合力奮戰

路透社

至此，明年 10 月在意大利舉行的決賽圈 4 強已全
部產生，分別是東道主意大利、比利時，和之前已
出線的法國與西班牙。比利時主帥馬天尼斯對此非
常期待，「這個比賽讓你可與希望能夠遇到的具質
素對手比試，在4強、決賽對壘。」

愛華士膺新秀狀元
踏 NBA 征途告慰亡母
美國職籃 NBA 年度選秀
結果昨天揭曉，上賽季僅
得 19 勝 45 敗的明尼蘇達木
狼，以第一順位選中後衛
安 東 尼 愛 華 士 （Anthony
Edwards），讓這位19歲明
日之星成為今年新秀狀元。
原定 6 月舉行的 NBA 選秀會因疫情
而多番延期，今年首次以網絡視像方
式在 ESPN 位於布里斯托的總部進行
選秀。手握狀元籤的木狼揀選了安東
尼愛華士，他亦由此成為今屆的新秀
狀元。他在觀看選秀時將同因癌症離
世的母親與祖母遺照放在身旁，感謝
她們造就自己今日夢想成真。在得知
自己成為狀元時，他情緒激動，「這
種感覺難以言喻。我覺得很興奮、很
開心，準備啟程、開始練球……在我
母親和祖母陪伴下，種種情緒席捲而
來，這是夢想成真，我覺得受到保
佑。」愛華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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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巴塞隆拿
球星美斯今夏才鬧出離隊風波，近日又成為
隊內是非風眼。代表阿根廷踢畢國際賽的
「球王」昨日飛返西班牙，在機場遇到記者
時罕見地發起牢騷，坦言已厭倦屢成球隊的
問題。
巴塞前鋒基沙文的前經理人奧赫斯近日聲
稱，美斯「權傾巴塞」讓基沙文自加盟以來
一直難以適應。從阿根廷乘機飛回巴塞的美
斯遇到守候在機場的記者追問時，卻大吐苦
水：「事實上我有點厭倦總是成為球隊的問
題。經 15 小時飛行，還有稅務問題等着
我，太瘋狂了。」
至於周末巴塞對馬德里體育會的西甲大
戰，巴塞中場布斯基斯和馬體會前鋒蘇亞雷
斯因傷病缺陣，中場盧卡斯托拉拿也證實確
診新冠肺炎，將與同告染疫的馬體會和烏拉
圭雙料隊友蘇亞雷斯齊齊避戰。

沙拿新冠未癒
利記超殘陣撼李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利物浦球員傷病問
題纏身，埃及足總昨日證實，上周確診新冠肺炎的
主力射手穆罕默德沙拿最新檢測結果仍未轉為陰
性。面對超級殘陣，「利記」教頭高洛普甚至選入
了8名青年軍球員跟操。
回埃及備戰國際賽時受感染的沙拿二次新冠檢
測仍呈陽性，無緣周日對榜首李斯特城的英超大
戰。本來已有後衛雲迪積克、法賓奴和阿歷山
大阿諾特養傷，今個國際賽期還添了後衛祖高
美斯、安德魯羅拔臣、小將賴斯威廉斯和中
場佐敦軒達臣這些「十字軍」，雖然羅拔臣
和法賓奴都有望於下周復出，但勢難趕上今
周硬撼李城之戰，為此高洛普日前甚至選
入了 8 名青年軍球員跟操。曼聯也飽受傷
病困擾，暫時傷兵有包括馬迪爾、勞基
■沙拿無緣鬥李斯特城
沙拿無緣鬥李斯特城。
。
梳爾和連迪路夫在內合計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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