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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1996 年的歐洲國家盃，英格蘭與蘇格蘭 18 日凌晨歐國盃

2021年6月18日（星期五）

歐洲國家盃

D 組次輪，將會合演大賽決賽周史上第二場英倫三島「內

戰」。蘇格蘭近年星味稍增，但整體人腳級數參差，始終難以
媲美兵強將勇的「三獅兵團」；當然，在首輪比賽所見，蘇格
蘭整體表現並不失禮，但遇上留守溫布萊
主場迎敵兼對本屆冠軍志在必得的英格

● 蘇格蘭中
場麥湯米尼
是曼聯的主
力球員。
力球員
。
美聯社

蘭，假如在這場老牌宿敵對壘中能夠

比賽前瞻
D組

力保不大敗，相信已足可對自己的
球 迷 有 所 交 代 。 （now616 及
618 台周六 3：0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英經格蘭與蘇格蘭兩支英倫三島球隊，昔日曾
114 次交鋒，英格蘭勝出 48 次；但自從

1980 年代，兩隊實力失衡便有加速趨勢，而
1999 年 11 月後 4 次對碰，「三獅軍」更取得 3
勝 1 和佳績。至於在大賽決賽周，雙方之前唯一
一次相遇是在 1996 年的歐國盃分組賽，英格蘭
淨勝他們的鄰邦兩粒，加斯居尼接應安達頓傳
送，挑過敵衛再窩利射成 2：0 一球，更令人印
象深刻。曼聯射手拉舒福特表示，對陣蘇格蘭
就像球會間的同市打吡戰，總是感覺很特別。
他強調，蘇格蘭能以自己的球風來與對手周
旋，因此己隊必須做到寸土必爭。

● 克羅地亞隊長莫迪歷
克羅地亞隊長莫迪歷(( 右)
和隊友加緊備戰。
和隊友加緊備戰
。 法新社

捷克射手當銳
格仔軍無意改打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格
仔軍」克羅地亞首戰不敵英格蘭，要力
爭從D組出線今場對捷克不容有失。是
役於蘇格蘭格拉斯哥面對上仗射入超級
比賽前瞻 遠射的捷克前鋒舒希克，克羅地亞強調
D、E 組 不會派出專人防守，會貫徹自身踢法力
爭 3 分。（now616 及 618 台、ViuTV
99台周六0：00a.m.直播）
捷克首戰以 2：0 輕取蘇格蘭，梅開二度的前鋒舒希
克更以一記超過 50 碼的遠射技驚四座，今場如能再取 3
分即可確保 16 強席位。由中場大將莫迪歷領軍的克羅
地亞當然不會坐以待斃，雖然首戰不敵奪標大熱之一的
英格蘭，不過球隊上下均相信今場可以重回勝軌。克羅
地亞助教哥魯卡表示會針對上仗不足作出改善：「我們
上一場的進攻有些拖泥帶水，在禁區附近的處理不夠果
斷，未能製造太大的威脅，我們會在這方面作出改
善。」至於面對上場光芒四射的捷克前鋒舒希克，哥魯
卡強調不會因他改變球隊戰術：「舒希克是一名優秀的
前鋒，他在德甲已顯示了自己的能力，但我們不會因此
派人專責看管他，會沿用一貫的戰術應戰。」

●蘇格蘭的左
路攻擊點安德
魯羅拔臣，
魯羅拔臣
，料
將受到重點盯
防。 法新社

蘇格蘭中場不介意被看淡

他未必會急於趕踢正選，然而頂替他的泰朗明
斯，於剛戰已用表現證明了自己，至於一箭定江
山擊敗克羅地亞、一洗上季在曼城表現下滑頹風
的史達寧，料將與美臣蒙特繼續獲得正選機會。

眼下的英格蘭，鋒線不僅有英超神射手哈利卡
尼，中後場還有美臣蒙特、菲爾科頓等後起之
秀，人才輩出，球隊板凳深度之足，連拉舒福特
上場比賽也要先列後備。蘇格蘭陣中也有利物浦
歐聯及聯賽冠軍左閘安德魯羅拔臣、曼聯防守中
場悍將麥湯米尼以及阿仙奴左後衛基蘭泰亞尼，
惟整體人腳質素參差，在首輪比賽正是進攻把握
力不足，在形勢佔優下 0：2 不敵捷克。英超阿
士東維拉中場約翰麥甘尼說：「對手擁有世界級
的巨星陣容，我們被看低一線，這樣希望反而可
有利我們。我們也有一些球星，希望能對他們帶
來麻煩。」
英格蘭上仗其實還有左閘芝維爾和中堅哈利馬
古尼未列後備席，據報馬古尼已大致傷癒，即使

瑜伽氣囊備戰 英軍強化身心
提到球星，任內起用了菲爾科頓、美臣蒙特、
查頓辛祖和比寧咸等不少新人的修夫基絕對是功
不可沒。菲爾科頓透露，修夫基有其親和力，令
到球員間以至將帥間都能打成一片，「跟他說話
真好，他經常同球員搭膊頭，這是很重要。」修
夫基此次備戰又重點強化身心，其中在大營就特
設了一個氣溫可保持在 37 度的氣囊，讓球員通
過瑜伽的方式
增加柔韌性和洗
滌心靈。史達寧
就表示，自己喜
歡在睡覺前靜坐
冥想一下，讓自
己 的 頭 腦 更 清 ●英格蘭球員在恒溫的氣囊內做
晰。
瑜伽和伸展。
瑜伽和伸展
。
網上圖片

斯洛伐克鬥瑞典前守將染疫
至於 E 組首戰賽和西班牙的瑞典則會在俄羅斯聖彼德
堡硬撼斯洛伐克（now616及618台今晚9：00p.m.直
播），斯軍賽前證實後衛丹尼斯華奴確診新冠肺
炎，瑞典今場又有中場新星古路施夫斯基復
出，攻擊線更完整下有望全取3分。

vs

英格蘭預計陣容

艾歷臣植入心臟起搏器

蘇格蘭預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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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日前比賽中暈倒的丹麥球星基
斯甸艾歷臣，他決定選擇植入心臟起搏器
的治療方式，或有望延續球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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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寧
史達寧((左)和美臣蒙特
在英格蘭的首輪比賽發
揮不俗。
揮不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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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盃阿根廷 烏拉圭爭響勝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兩支南美
傳統足球勁旅阿根廷及烏拉圭將於 19 日上
午的美洲盃 B 組次輪正面交鋒（有線 601
及 661 台、香港開電視 77 台周六 8：00a.
m.直播），兩隊同樣近況一般已 3 場不
勝，阿根廷上仗小組首輪雖有美斯射入精
彩罰球，惜仍被智利迫和痛失兩分。對正
選陣容舉棋不定的主帥史卡朗尼備受評
擊，無論 3 人還是 4 人防線以及鋒線上美斯
的拍檔人選均未有定案，在拿達路馬天尼
斯近期表現一般下，阿古路或會獲得正選
機會，預演來季巴塞隆拿的新鋒線組合。
首輪輪空的烏拉圭鋒線雖有蘇亞雷斯及卡
雲尼兩大星將，但球隊進攻卻是一池死

水，連續 3 場世盃外圍賽均沒有入球。蘇
亞雷斯表示：「阿根廷是強大的對手，但
絕非毫無破綻，我們會好好利用他們的弱
點爭勝。」

保方落葉歸根重回帕爾馬
意大利門神保方今夏再度離開祖雲達
斯後，昨天落實重回母會帕爾馬効力。
今年 43 歲的保方在帕爾馬出道及成名，
2001 年以打破當時門將紀錄的身價獲祖
雲達斯羅致麾下，由此成為當今足壇最
佳門將的代表人物。至於保方的前國家
隊戰友加度素，在接任意甲費倫天拿兵
符 3 周後昨日突然離職，據報與會方在轉
會策略出現意見分歧有關。
●綜合外電

哈利卡尼
菲爾科頓
美臣蒙特
史達寧
加雲菲臘斯
迪格蘭賴斯
盧基梳爾
泰朗明斯
史東斯
捷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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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亨特利
格蘭漢尼
基蘭泰亞尼
占士科利斯
約翰麥甘尼
麥湯米尼
史超活岩士唐
安德魯羅拔臣
賴登戴基斯
查阿當斯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今屆歐國盃意大利重拾勁旅風
範，繼輕取土其耳後 17 日凌晨
足
又再以 3：0 大破瑞士，率先從 A
史上第三年輕在
組中出線 16 強。注重中前場活
大賽中梅開二度的球員。
力並踢出完美壓迫戰術的主帥文
盧卡迪利出身於阿特蘭大青訓，其後
仙尼功不可沒，今場梅開二度的
轉會 AC 米蘭卻不獲重用，直至加盟薩
文路爾盧卡迪利更有望成為球隊
●文路爾盧卡迪利梅開
斯索羅才開始嶄露頭角。上年 9 月才首
的最大發現，年僅 23 歲的他勢
二度。
二度
。
美聯社
度披起國家隊球衣的他已迅速獲得文仙
將成為意大利的新核心。
尼重用，不過隨着另一位中場大將馬高華拉堤的
自文仙尼上任後意大利一改穩守突擊的傳統踢
復出，已獲得16強席位的意大利將面臨幸福的煩
法，改以強調前場緊迫的全攻型戰術，經過近 3
惱。盧卡迪利表明無懼隊友間的良性競爭：「我
年不斷嘗試後今屆歐國盃終於踏入收成期。中前
們很期待華拉堤的復出，他是充滿天分的球員，
場以 6 名極具活力的球員為骨幹，再輔以出擊力
能為球隊帶來不同的東西，對我們爭冠絕對有幫
超強的兩閘，成功踢出令人驚豔的進攻足球，其
助。」多間頂級球會如曼城、祖雲達斯及阿仙奴
中効力中游球隊薩斯索羅的盧卡迪利更成為球隊
均對盧卡迪利有興趣，今屆歐國盃後這名年輕中
今屆賽事的最大發現。年僅23歲的盧卡迪利不僅
場有望轉戰豪門挑戰更大舞台。
有「滿場飛」的強勁體能，1 米 86 的身高亦令他
同日 B 組威爾斯頭號球星加里夫巴利兩獻助
在中場對抗或空中戰均不落下風。今場對瑞士的
攻，領軍兩球淨勝土耳其，兩戰 1 勝 1 和積 4 分排
比賽，他更展現出其進攻才華，憑藉一次教科書
次席，土耳其則兩戰兩敗。
式的後上入楔及美妙遠射成功梅開二度，成為意

兩戰皆
「北」
英超韋斯咸前鋒
耶莫蘭高(右)上半
場貢獻一入球一助
攻，協助烏克蘭在
昨天於布加勒斯特
舉行的歐國盃 C 組
次輪比賽，以 2：1
擊敗北馬其頓，小
組 1 勝 1 負，北馬
則兩戰皆北。
●法新社

16年功臣 拉莫斯淚別皇馬
皇家馬德里隊長沙治奧拉莫斯的去留
終於塵埃落定。皇馬會方於當地時間16
日發布公告，確認拉莫斯離隊的消息。
而在 17 日的中午，皇馬為拉莫斯舉行

●沙治奧拉莫斯在告別儀式上發
言時，
言時
，一度感觸落淚
一度感觸落淚。
。 網上圖片

了告別儀式，這位効力了「白衣兵團」
16年的功勳老臣，發言時難掩自己內心
的激動和感觸，淚灑當場。
拉莫斯昨天和家人一起出席了告別儀
式。拉莫斯開始發言不久就控制不住自
己的情緒，落下男兒淚。「這一刻始終
還是到來了，這是我生命中最艱難的時
刻之一，我從未準備要跟皇馬說再
見。」他說：「加盟皇馬時，我還是個
孩子，是我的父親和兄弟帶着我來
的。」他對皇馬球會，皇馬會長佩雷
斯，球會的成員、隊友以及球迷，都一
一表達了謝意，「不管如何，你們會永
遠在我心中。」拉莫斯續道：「我生命

中這獨特的時光就這樣結束了。感謝所
有人，但這只是暫別，不是永別，他日
或遲或早，我會回來的。」
據稱，皇馬為已年滿 35 歲的拉莫斯
提供了 1 年的合約，但要求其年薪降低
10%；而拉莫斯則希望能與球隊續約兩
年，結果雙方未能達成共識。
拉莫斯 2005 年由西維爾轉投皇馬，
隨隊奪得了 5 次西甲、4 次歐聯、4 次世
冠盃、3 次歐洲超級盃、兩次西班牙盃
和 4 次西班牙超級盃的冠軍。剛過去一
季由於傷病導致狀態下滑，還被排除出
西班牙歐國盃大軍名單外。
●綜合外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