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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世界杯小組賽B組次輪賽事周三上演，
由今屆當上 「救世主」 的皇馬球星C朗拿度領軍的葡萄牙
對陣上仗因為 「烏龍波」 落敗的非洲球隊摩洛哥。C朗今
仗持續出色表現，他於上半場開賽不久便接應角球以一
記飛頂為葡萄牙先開紀錄領先1：0。但綜合全場表現，
葡隊在打開紀錄後就開始退守，攻
勢寥寥可數。落後的摩洛哥狂攻近

大半場，令葡隊門前
險象環生，可惜最終無
法扳平而再輸一場，成
為今屆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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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直擊
獲香港報章唯一文字採訪證
大公報特派記者 何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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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憂德國隊出線前景
大公報特派記者 何嘉軒

花絮

俄羅斯世界杯

葡萄牙力保1：0戰果開勝門
C朗頭槌建功 摩洛哥圍攻惜未扳平

組別
B
A

對賽球隊
葡萄牙對摩洛哥

烏拉圭對沙特阿拉伯

賽果
1：0
1：0

賽後結果

烏拉圭1：0小勝沙特 提早晉級16強

烏拉圭 沙特阿拉伯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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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東道主俄羅
斯與烏拉圭攜手 「搶閘」出線
16強，隨着烏拉圭於昨晚A組次
輪以1：0僅勝沙特阿拉伯，俄
、烏同樣兩戰全勝得六分，篤
定雙雙出線，最後一輪對壘確
定首、次名，而兩戰皆北的沙
特和埃及就緊隨B組的摩洛哥之
後，提早 「執定包袱」。

蘇亞雷斯一箭定江山
「哨牙蘇」蘇亞雷斯今仗

第100次替烏拉圭披甲，另一邊
廂在揭幕戰後被點名狠批的沙
特門將艾馬約夫、後衛奧馬哈
薩維和前鋒艾沙拿維就被貶為
後備。實力高兩班的烏拉圭或
因天氣炎熱，踢來像 「烏龜」
，三線位置較後之餘，速度亦
相當緩慢，讓表現明顯有改善
的沙特意外地取得主導優勢，

屢獲攻門機會。
然而，今仗先開紀錄的卻

是 「劣勢」下的烏拉圭，安祖
斯山齊士於23分鐘開出左邊角
球，升格為 「第一把交椅」的
沙特門將艾奧維斯出迎撲球落
空，伏兵後柱的蘇亞雷斯輕易
掃入空門，取得其在世界杯的
第六個、國際賽的第52個入球
，替烏拉圭領先1：0。三分鐘
後沙特中場哈坦巴希亞右路左
腳 「靚射門」飛向楣底，但被
對方門將梅斯利拿托出底線，
半場烏拉圭領先一球。

下半場戰況沒有大變，烏
拉圭繼續 「慢條斯理」，蘇亞
雷斯省中對手的自由球和安祖
斯山齊士的頭槌，分別被撲出
和高出，沙特的進攻和埋門質
素又始終是差一皮，最終 「烏
圭」悶勝一球。

兩隊今仗均未有受傷患困擾，
都能以最佳陣容迎戰，C朗領軍的葡
隊牌面自然佔優，他亦順利於開賽
僅四分鐘便協助葡隊先開紀錄。當
時祖奧摩天奴於右路開出角球，C朗
在小禁區邊擺脫敵衛防守後以一記
魚躍式頭槌攻門頂入摩洛哥大門，
取得個人本屆第四個入球，這個入
球令C朗成為1966年的荷西托里斯後
，第一個在世界杯單屆左右腳和頭
槌均能破門的葡萄牙球員。C朗攻入
國際賽第85球超過匈牙利名宿普斯
卡斯，成為國際賽史上入球第2最多
的球員（伊朗名宿戴伊以133球保持
國際賽入球王紀錄）。

落後的摩洛哥表現其實不差，
奮起圍攻葡隊，但貝拿迪亞於11分
鐘、薛耶治於23分鐘及完半場前貝
漢達的攻門都未能扳平，C朗也有罰
球射中人牆及射門未中目標，連同
他於39分鐘一記直線傳予干卡路古
亞迪斯起腳亦被救出。葡隊維持一
球優勢完上半場。

下半場再戰，C朗於51分鐘的禁
區頂勁射越楣而去，此後葡隊便再
無具威脅攻門。摩洛哥的貝拿迪亞

及薛耶治的射門始終未能助球隊扳
平，他們全場16射四中，較葡隊10
射二中有更多攻門，惜贏了形勢輸
了波。最終摩洛哥力戰仍以0：1落
敗。

葡萄牙隊繼首仗3：3賽和西班
牙後，於次輪賽事以1：0打開勝利
之門，兩戰獲得4分。摩洛哥兩戰皆
敗，已經肯定被淘汰出局。

C朗雖然入波奠勝，但因為當時
葡隊的比比與摩洛哥守將拉扯後雙
雙倒地，引起應否先判罰比比的爭
議。摩洛哥主帥連拿度在賽後坦言
，比比犯規在先，最後他表明無意
公開挑戰裁判判決，並表示對球員
的表現感到驕傲。

葡隊主帥費蘭度山度士反而認
為是摩洛哥隊犯規，要判罰也是判
摩洛哥隊輸12碼球。

C朗賽後獲頒最佳球員，
他走進記者會會場後，表示摩
洛哥表現有驚喜，並認為
葡萄牙可以首名出線，之
後隨即起身離開，未
有回答任何問題，現
場傳媒一臉錯愕。

俄羅斯世界杯小組賽首
輪已全部完結，眾多強隊大
熱倒灶，導致出線形勢更加
複雜，同時令之後兩輪比賽
增添話題。記者昨天採訪塞

內加爾對波蘭的賽事，在斯巴達克球場第三次
碰到澳門球迷、在香港國際機場認識的馬先生
（Johnny），他當日身穿波蘭前鋒羅拔利雲杜
夫斯基的球衣入場。

作為德國忠實球迷，談及愛隊的出線形勢
，Johnny坦言：「愁！」德國第一輪爆冷以0：1
不敵墨西哥，球隊組織核心奧斯爾首戰表現備
受批評，Johnny則表示，雖然奧斯爾狀態不夠
，但德國難以派遣如根度簡等的中場球員取代

奧斯爾，因為臨場更換組織指揮官，可能會打
亂全盤部署。Johnny認為，今屆德國陣容與上
屆奪冠陣容人腳分別不大，球隊老化問題浮現
，但仍未見有出色新血加入，所以對出線形勢
不樂觀，下仗對實力同樣不俗的瑞典，許勝不
許敗，但失分機會仍高。

塞內加爾前天打出漂亮一仗擊敗波蘭，日
本同樣以2：1小勝哥倫比亞，成為歷來首支擊
敗美洲球隊的亞洲代表，記者賽後在傳媒室與
各國記者討論，大多認為今屆塞內加爾陣容鼎
盛，有力取得H組首名出線，不過普遍認為日
本餘下兩仗難敵塞內加爾和波蘭，故次名仍是
波蘭和哥倫比亞之爭。H組各隊實力平均，比
賽爭持激烈，成為了各國傳媒關注對象。

葡摩兩隊球迷融洽和諧
葡萄牙球迷和摩洛哥球迷昨天大

多預早前往盧日尼基球場，由於兩隊
的主場球衣的顏色都很相似（都是紅
色），在現場完全 「撞色」，加上雙
方打氣非常落力，所唱歌曲旋律相似

，人數又勢均力敵，令人分不清哪些是葡萄牙球迷、
哪些是摩洛哥球迷。不過正好大家的裝扮類近，不少
摩洛哥球迷都會主動找葡萄牙球迷合照，氣氛和諧。

C朗受歡迎惟仍遭諷刺
記者發現，原來不只葡隊球迷愛C朗，摩洛哥球

迷同樣喜歡他，所以對方球迷高叫C朗名字時也熱烈
歡呼。葡萄牙球迷在C朗入球後，大做今屆很多球迷
都會做的維京式慶祝。雖然摩洛哥球迷喜歡C朗，不
過比賽還比賽，在C朗疑似受傷倒地後，在葡萄牙龍
門後面的摩洛哥球迷便大做諷刺手勢，要求C朗快些
起來。

摩洛哥巨型國旗助戰
記者留意到，身處球場頂端的摩洛哥球迷們帶了

一面巨型的摩洛哥國旗入場，他們幾乎圍繞了半個球
場揮舞，情緒高漲。記者觀賽數仗，發覺幾乎每次都
聽到球迷高唱美國歌手Jack White的《Seven Nations
Army》，這首歌是德甲勁旅拜仁專用的打氣歌。

大公報特派記者何嘉軒圖文報道

1 0:葡萄牙 摩洛哥

▲摩洛哥隊成為本屆首支出局的球隊
法新社

▲C朗（白衣7號）頭槌頂
入摩洛哥隊大門 路透社

◀C朗拿度為葡萄牙隊頭
槌建功奠勝 美聯社

▶摩洛哥
的貝拿迪

亞（右二）
射門無功而還

路透社

▲場上的摩洛哥球迷聲勢浩大

▲澳門球迷馬先生（右三）及太太（右）與
波蘭球迷合照 大公報特派記者何嘉軒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