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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6年，意大利再一次在大賽中遇上
德國，無獨有偶又是意軍取勝（今仗意隊贏
2︰1，2006年一屆意加時後贏2︰0）。意
大利在準決賽未有換下受批評的 「壞孩子」
卡斯辛奴與 「腦殘」巴洛迪利，正正是2人
策劃了擊敗日耳曼人的好戲，而路維沒有用
「入球王」高路斯，前線顆粒無收（12 碼

由中場奧斯爾射入），可以說這場的分野。
在於柏蘭度利的不變應萬變，既然有作用，
就無須要改變太多。此舉，相信路維及一些
經驗較淺的教練應該要學習了。

路維變錯陣交學費
比賽初段，年輕的德國隊採取主動，欲

以 「閃擊戰」解決意大利，但正正兩強交鋒
，才讓意軍門將保方顯得比紐亞更配得上
「一流門將」的稱號。德國的右閘謝路美保

定欠穩的問題此前已出現過，意大利人也不
客氣地在左路發難，卡斯辛奴憑個人技巧，
急轉身避過2名敵衛，交出一記恰到好處的
傳中球予巴洛迪利頂入之後，賽事一切已變
得不同了。

紐亞沒有大膽、果敢地出迎阻止 「巴神
」，要為德國失掉首球負上部分責任，之後
德國被迫壓得更上，本已屬二流水平的中路
防守有更多空間，巴洛迪利接應蒙杜利禾靚
到極點的長傳後，沒有再 「思考人生」了，
而是決斷地在禁區頂拉弓射出世界波，面對
擅守的意軍，德國落後兩球已差不多絕望。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德國教練路維此時
才恍然大悟，把上場有表現、今場竟擺上後
備席的高路斯換入。眾所周知，馬里奧高美
斯的威力只限於禁區內，是役就被意軍防線
迫得他要退到禁區外。相反，高路斯在意甲
打拚了一季，應付意軍防線總會有點心得吧
，更何況高路斯逢大賽必入波非運氣使然，
而是他對位置有異於常人的直覺，往往比對
手早一秒預測皮球落點，可惜下半場上
陣已有點遲，結果要到最後階段才由奧
斯爾射入 12 碼追回 1 球，但捧杯又
要多等 2 年了，路維與年輕的德
國又交足了學費。

專家之言

簡訊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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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杯決賽歐杯決賽88年定律年定律
事有湊巧事有湊巧

意大利淘汰德國，決賽將再遇分組賽對手西班牙。
原來歐洲杯自從1988年起，便再出現了一個 「8年定
律」 ：每隔8年，2支決賽球隊都是分組賽的同組對手。

1988年的歐洲杯，荷蘭和蘇聯（俄羅斯前身）在
分組賽同組，結果2隊在決賽再遇。8年後的1996年，
德國和捷克於分組賽同組，最終決賽也是由2隊爭霸；
再相距8年後，東道主葡萄牙和希臘同處一組，最後2
隊又在終極之戰重逢。

希臘奪冠後8年，即今天的2012年， 「8年定律」
再度出現，意大利和西班牙今屆同樣身處C組，並於首
輪分組賽對碰，結果打成1：1。之前3次中，德國和希
臘都連贏2仗，荷蘭就於小組吃敗、決賽獲勝，且看今
次西、意鹿死誰手。

【本報訊】綜合外電波蘭二十九日消息：今
戰攻入2球的巴洛迪利固然成為焦點，然而若論
意大利的真正英雄，中場派路實在當之無愧，賽

後他亦繼續其 「定海神針」的角色，告誡隊友不要開心得太早。
派路今仗全場走動接近12公里，僅次於隊友馬治斯奧，全場傳送70次

，成功率達81%，為全隊正選之冠。派路全場助攻助守，有份參與首個入球
傳交卡斯辛奴，更重要是控制球隊的節奏，在重要時刻維持球隊控球，由今
屆賽事開始至今，一直是球隊的無名英雄。

在擊敗熱門德國後，派路當然未被沖昏頭腦，還告誡其他隊友仍有一場
決賽要踢。贏過2006年世界杯的派路說： 「我不會笑得太多，因為我們仍
未成功，錦標還未到手，若回國時兩手空空，一切也屬徒然。周日（決賽）
我們會打出高昂作戰精神，不停走動，就像之前對英格蘭般。」

【本報訊】綜合外電波蘭二十九
日消息：意大利在決賽會遇上西班牙
，分組賽意軍曾一度領先最後遭對手
迫和，去年友賽意軍又曾擊敗對手，
近績似有優勢，不過意軍主帥柏蘭度
利一貫地保持低調，堅稱西班牙仍然
是奪標熱門。

柏帥：西隊仍是奪標熱門
西班牙於今屆賽事暫時唯一失球

，正是在分組賽打和意大利1：1的一
球。越戰越勇的意大利，重遇越戰越
疲的西班牙，絕對有條件粉碎
對方的衛冕夢。不過，被看
扁對意大利來說反是 「吉
兆」，故此柏蘭度
利不介意把上風
位讓予西班牙。

柏蘭度利
表示： 「西班
牙是熱門，因為
他們合作經年，而且

每仗都能夠控制戰局，我們面對的是
一支必可踢出自己部署的優秀球隊，
所以對手是必然熱門。不過，雙方仍
有一場比賽要踢，在這樣的短期賽事
，體能會是關鍵。」

雖然球隊在不獲看好之下取得佳
績，但柏蘭度利卻暗示無論是否奪標
，都會在賽後考慮去留，有傳英超熱
刺有意邀請該名前費倫天拿主帥執教。

「巴神」巴洛迪利一頭一腳，令
意大利延續06年世界杯的神奇軌跡。
毫無疑問， 「巴神」是一位天才橫溢

的前鋒，如果可戒掉其 「腦殘」行
徑的話，勢必成為一代球壇
巨星。

巴洛迪利今仗射入第 2
個精彩入球後，明知故犯地
脫去上衣慶祝，結果換來
球證出示黃牌，實在非常
不智，因為若餘下時間不
慎再接黃牌而被逐的話，
決賽便無緣上陣，不單令
自己受罪，更會影響整支
球隊的部署。

葡判官普恩卡執法決賽
■綜合外電波蘭二十九日消息：西班牙對意大利的決賽，會

由 41 歲的葡萄牙球證普恩卡執法。普恩卡今屆曾執法 3 場分組
賽，包括西班牙對愛爾蘭、瑞典對法國及8強意大利對英格蘭，
他也是今屆歐聯決賽車路士對拜仁慕尼黑的執法球證。

意穩奪洲際國家杯資格
■綜合外電波蘭二十九日消息：意大利殺入決賽後，肯定可

出席明年在巴西舉行的洲際國家杯。由於西班牙會以世界杯冠軍
身份參賽，故不論意大利今次奪標與否，都能夠以歐洲代表身份
出征。其他球隊有東道主巴西、日本、烏拉圭、墨西哥、大溪地
及明年非洲杯冠軍。

「巴神」此役連入2球，令他成為繼1996年前鋒卡沙拉基在對俄羅
斯時獨取2球後（該仗意勝2︰1），第2位能夠在1場歐洲杯射入2球
的意大利球員。此外， 「巴神」於今屆賽事已射入3球，足以成為意大
利在單屆歐洲杯入球最多的球員，同時又與隊友卡斯辛奴看齊，成為意
大利在歐洲杯史上入球最多的球員，相信未來必可打破紀錄。

巴洛迪利在20分鐘接應卡斯辛奴左路突破傳中頂入，再於36分鐘接
應蒙杜利禾長傳突破越位，單刀推至禁區頂勁射死角掛網成2：0。直至補
時，德國才憑奧斯爾射入12碼破蛋，惜為時已晚，結果意大利8次於大賽
遇上德國，繼續保持不敗佳績。

賽後與母熱淚相擁
平日行為似足惡霸的 「巴神」，賽後卻顯露了柔情一面，走上看

台與自己的養母和家人熱淚盈眶地相擁。巴洛迪利說： 「比賽結束後
我去找媽媽，那是最美好的一刻。我告訴她，我的入球是獻給她的
，我一直等待這一刻來臨；我媽媽年紀大了，不良遠行，故此今次
從老遠跑來看我，我一定要令她開心！」

「巴神」又表示，稍後其養父也會前來烏克蘭基輔看決賽，
一家人齊齊整整捧場。對於決賽的展望，他表示： 「今晚（周
四）是我人生最美妙的一夜，不過我期望周日（決賽）會更加
好。」

【本報訊】綜合外電波蘭二十九日消息：好
的時候，他是 「巴神」 ，壞的時候，他是「腦殘」
；在周四晚歐洲國家杯4強，巴洛迪利就飾演了
「巴神」 的角色，頭頂腳踢 「梅開二度」 ，協助
意大利以2：1淘汰熱門德國，晉身周日在基輔舉
行的決賽，與上屆盟主兼今屆分組賽對手
「狂牛」 西班牙爭奪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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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迪利（中）被換出時，仍
要柏帥（右）解釋一番 法新社

◀◀巴洛迪利巴洛迪利（左）（左）
頭槌先拔頭籌頭槌先拔頭籌

美聯社美聯社

意大利入決賽再鬥意大利入決賽再鬥狂牛狂牛

▶巴洛迪利洗去屢射不入的污名 路透社
▼派路（前右一）傳送射門皆出色，連護空
門也有一手 路透社

▲巴洛迪利（左一）的▲巴洛迪利（左一）的 「「世界波世界波」」 趕絕了德國隊趕絕了德國隊 美聯社美聯社

有待成熟有待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