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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強相遇，勝負分野就在一瞬間。法國對比利時的準決賽是
今屆世界盃至今最勢均力敵的比賽之一，馬天尼斯為填補梅尼亞
的空缺扭盡六壬，卻敗於法國主帥迪甘斯的“無為而治”手上。以法國的人
腳當然有能力踢出精彩的進攻足球，不過防守中場出身的迪甘斯拒絕冒任何
風險，防守兢兢業業，進攻隨遇而安，緣分到了球星們自會靈光一閃。迪甘斯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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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足球兵法為星光熠熠的法國帶來穩定，正循着 98 年主場奪冠的軌跡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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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里斯飛身撲擋救出險球
洛里斯飛身撲擋救出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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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兩年前，法國在歐國盃決賽
主場不敵葡萄牙，迪甘斯的固
執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不過，在俄羅
斯世界盃，迪甘斯率領着一支更為成
熟的球隊殺入決賽，所憑藉的正正是
他對信念的堅持。1998 年，這位防守
中場以隊長身份成為世界冠軍，迪甘
斯一直信奉“進攻或可贏得比賽，但
只有防守帶來錦標”。經歷過歐國盃
決賽失利，今屆世盃迪甘斯將信念貫
徹得更為徹底。

同樣靠守將 務實為上
穩定性在迪甘斯眼中高於一切，
他不會因應對手對戰術作出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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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對澳洲還是比利時，法國仍是採
取同樣的戰術，做好防守再等待球星
們以個人能力爭取入球。這種務實作
風配以法國的豪華陣容，在淘汰賽階
段得到了不俗效果。

任由前鋒發揮天賦突圍
保羅普巴在迪甘斯的調教下減少
了進攻意欲，反而以其身高腳長的優
勢成為防線的重要屏障，加上尼高路
簡迪及馬度迪兩名同樣勇悍的中場，
將夏薩特及奇雲迪布尼等比利時天才
球星的作用減至最低。進攻則給予基
沙文及基利安麥巴比極大自由度，讓
他們的天賦隨意發揮。

為重踏頒獎台 認現實主義
迪甘斯相信，只要立於不敗之
地，以法國陣容的天才橫溢，總會等
到機會來臨。
今屆的法國隊與 1998 年奪冠的
軌跡有不少相同之處，小組賽順利出
線後，後衛連番入球助球隊晉身決
賽，穩健的防線亦起着關鍵的作用。
論防守法國今屆有過之而無不
及，縱然有聲音批評法國踢法沉悶，
迪甘斯賽後亦不打算作出任何改變：
“我們需要面對現實以及務實迎戰，
這支法國隊講求的是強韌的心理質
素、團結以及互相協助。”
戰術的評價往往取決於結果，迪
甘斯麾下的法國能夠晉身決賽說明一
切，基沙文對這種足球兵法亦讚不絕
口：“我們防守很出色，以死球入球
的方式很像馬德里體育會，我相信我
們的表現令球迷感到滿意，這是我定
下的目標之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烏姆迪迪由罪人變英雄
中堅烏姆迪迪一記頭槌
將法國送入決賽
將法國送入決賽，
，回溯 20 年
星光
前世界盃 4 強 ， 法國亦是憑
閃閃
杜 林的梅開二度擊敗當屆如
日中天的克羅地亞取得決賽席位。緊急關頭總
有守衛們挺身而出，烏姆迪迪繼承了前輩們的
優良傳統，這名年僅 24 歲的巴塞鐵衛正在開創
屬於自己的傳奇。
烏姆迪迪今屆世盃的起步並不順利，小組
賽首戰對澳洲犯下手球累法國一度被追平成失
球罪人，16 強被阿根廷射入三球表現亦有瑕
疵。不過，到淘汰賽他與華拉尼的組合漸入佳
境，更各入一球成為法國殺到入決賽的功臣。

烏姆迪迪兩歲由喀麥隆移居法國，
烏姆迪迪兩歲由喀麥隆移居法國
， 8 歲就
進入里昂青訓體系並一路獲得提升，兩年前加
進入里昂青訓體系並一路獲得提升，
入西甲班霸巴塞隆拿後逐漸奠定正選中堅的地
位。

巴塞鐵衛彈跳力彌補身高
他身高縱只有 1.81 米，卻擁有出色的身體
質素，彈跳力強之餘轉身速度亦高。喀麥隆足
總曾出動米拿及伊度奧等名宿出面游說他加入
非洲雄獅，但烏姆迪迪不為所動，最終成為法
國防線支柱，今場對比利時不僅頂入一球，亦
成功凍結對方中鋒盧卡古，迪甘斯也大讚他在
防線作用巨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控球佔優惜敗 比鋼門：寧輸給巴西
比利時殺入 4 強平了球隊的世盃佳績，差一步
便可創造歷史。縱使法國再度打入決賽，可是他們
從分組賽開始的保守打法卻惹批評，今仗繼續屢救
險球的比利時鋼門泰拔高圖爾斯更直言“寧願輸給
巴西”。比利時全場佔 60％控球率下敗陣，這位車
路士門神賽後說：“法國頂入一個角球，然而除了
防守外他們什麼也沒做過。我寧願 8 強輸給巴西，
至少他們是願意認真比賽的球隊，而（法國）只是
‘反足球’的球隊。”反足球是指一種非常消極和
防守性的打法。
積極突破製造殺機的比足隊長夏薩特也指出：
“我寧願像比利時這樣輸，也不想像法國那樣
贏。”對於這支黃金一代撐起的“歐洲紅魔”，他
說：“我們看到一支了不起的比利時隊，只是敗給
一支更穩固的團隊出局，我們會為所能達到的成就
而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C 朗開啟人生新一頁
C 朗拿度（C 朗）加盟祖雲達斯的轉會消
息終於落實。在 10 日晚世界盃 4 強戰之前，祖
雲達斯公佈了一個比世界盃更加重要的消息，
宣佈以 1.12 億歐羅收購皇家馬德里的 C 朗拿
度。隨後，曼城也以球會紀錄的 6 千萬英鎊收
購李斯特城的馬列斯。
早前流出 C 朗拿度的祖雲達斯球衣圖片，
已讓他加盟“老婦人”的傳聞不絕於耳。不過
皇馬及祖記一直未有承認有關的轉會，直到世
界盃 4 強前，祖記終公佈這個重磅轉會消息。
C 朗拿度其後在網上解釋他的轉會原因：“這
些年在皇家馬德里以及在馬德里這個城市生
活，幾乎可以說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我唯
一的感覺是非常感激這個球會、球迷以及這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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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指：“然而，我覺得這是時候去開啟
我人生的新一頁，這是為何我要求球會讓我轉
會的原因。我希望這可以令其他人，尤其是我
的球迷會理解我。”皇馬亦在之後發佈短片，
感謝 C 朗 9 年來為皇馬作出的貢獻。而一眾的
皇馬隊友也發文祝福 C 朗，加里夫巴利表示：
“過去 5 年能夠與你並肩感到欣慰。”中場的
卡斯米路也指出：“與你一起讓我學會很多、
享受很多以及贏得很多。”至於卻奧斯就指：
“我們這些年贏過很多的重要錦標。一個真正
的王者，很高興與你一起比賽。”
對 C 朗加盟意甲，祖雲達斯的名宿迪比亞
路就表示無比的興奮：“祖雲達斯想要贏得歐
聯冠軍，但並不會止於此，更希望得到證明是
世界上最佳的球會。自 2006 年後意大利足球

■C 朗個人獨得
五個“金球”
獎。 資料圖片

■夏薩特(中)和一班比
利時隊友，奮戰下出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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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圖爾斯抱抱女兒，
治癒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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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姆迪迪
烏姆迪迪((5 號)頂入全場唯一入球
頂入全場唯一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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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法國隊首捧世界盃，作為 22 人
大軍成員之一的亨利之後開啟了傳奇篇
章，更成為法國隊史上入球最多的球員。
作為比利時助教，亨利今仗在俄羅斯聖彼
得堡球場懷着複雜的心情跟舊隊友迪甘斯
交鋒。最終勝負塵埃落定，賽後亨利安慰
自己的球員，也跟晉級的同鄉擁抱道賀。
各為其主，亨利賽後沒有笑容，表情嚴
肅，曾表示“比賽主角不是自己”的他亦
回絕記者提問。
今屆賽事光芒四射的超新星基利安麥巴
比，正是被譽為法國下一個亨利。不過，臨完
場前比利時準備開界外球時，麥巴比卻拾起皮
球拋入場並像扭球般故意將球帶開到了禁區
邊，賽後被球迷批評這拖時間的做法是“贏球
輸球品”，是否跟今屆愛滾地的巴黎聖日耳門
隊友尼馬學壞了。保羅普巴賽後則不忘於社交
網上將勝利送給全數獲救的泰國少足隊一班年
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冰凍三尺 C 朗出走非偶然
雖然C朗拿度離開皇家馬德里，不少皇
馬球迷以至球員都意料，尤其是在皇馬贏得
歐聯之後，然而 C 朗銳意出走其實並非偶
然，有外媒更認為，這與皇馬主席佩雷斯近
年的一言一行有關。

皇馬一個多月內失兩大將
就被拋離了，所以有 C 朗拿度去提升水準，會
讓意甲以及整個意大利足球有了新的形象。他
是一個可以從任何角度取得入球，以及擁有上
乘技術的球員；而從經濟角度上看，我認為他
可以再帶來無比的爭勝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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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亨利碰頭 麥巴比輸球品

■法國隊殺入冠軍戰，兩名中堅烏姆
迪迪(中)跟華拉尼(右)，以及狀態出色
的基沙文(左)，包辦了 8 強和 4 強的三
個入球。
路透社

■身處巴黎的法國球迷
瘋狂慶祝。
瘋狂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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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失去了主帥施
丹及悍將C朗，對於這支歐聯3連霸的球會
來說確實難以接受，外媒方面指出，C 朗
出走可追溯至一年前。當時佩雷斯曾表示
願意為 C 朗加薪，但與之同時，美斯獲得
了4千100萬歐羅年薪的合約，而尼馬也有
3 千 500 萬歐羅，相對當時只有 2 千 100 萬
歐羅的C朗來說，這顯然被比下去了。

另一點是，佩雷斯一直希望尼馬來
投，甚至表示尼馬想取得金球獎就得加盟皇
馬。這令奪得五屆金球獎的 C 朗大感不
悅，他更認為在自己透露去意之時，皇馬
留人的誠意亦不足夠，不但沒打算阻止，
更表示若他想走也沒辦法似的。
有指，C 朗在皇馬將取得 3 千萬歐羅
的年薪，而讓祖雲達斯能負擔得起這筆巨
額的，是“老婦人”的贊助商快意汽車，
原因是快意的老闆艾歷尼家族也同時持有
祖雲達斯，然而有快意車廠的工人就對祖
雲達斯以鉅額簽下 C 朗感不滿，他們指該
廠過去 10 年沒有向工人加薪，而 C 朗的薪
酬足以讓全廠員工加薪200歐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