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
西
前
鋒
尼
馬

巴
西
前
鋒
尼
馬

22體育Sport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薛少科 美術編輯：蕭潔景

首戰遭瑞士逼和的 「森巴兵團」 巴西，在今晚早
場的E組次輪比賽轉往聖彼得堡出戰哥斯達黎加。巴西
今仗若再失分，可能失去首名出線資格事小，真正面
臨出線危機事大，經過首戰大意失利後，相信巴西必
可撥亂反正，而且亦不可能像前晚的烏拉圭般 「嘆慢
板」 ，應該可以兩球或以上的 「保險優勢」 贏波，讓

夠球半／兩球，亦照捧上盤。
（ViuTV 99台、now618及

616台今晚八時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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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世界杯

巴西勢須大炒哥斯達黎加巴西勢須大炒哥斯達黎加
不能再嘆慢板要爭最大勝利

巴西 哥斯達黎加
E組

開賽時間：晚上8時
主1.13倍
讓球：巴西讓哥斯達黎加球半／兩球

（上盤1.88倍，下盤1.96倍）
入球大細：球數2.5

（大1.62倍，細2.15倍）
專家推介：隆馬 巴西贏

專家推介統計：

和6倍

（勝出場數）
（總場數）

客16倍

今晚賽事指南

3
4

尼日利亞 冰島
D組

開賽時間：晚上11時
主2.62
讓球：尼日利亞／冰島平手盤（尼

1.97倍，冰1.87倍）
入球大細：球數2.5

（大2.4倍，細1.5倍）
專家推介：黑熊 冰島贏

專家推介統計：

和2.87倍

（勝出場數）
（總場數）

客2.6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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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 瑞士
E組

開賽時間：凌晨2時
主2.63倍
讓球：塞爾維亞／瑞士平手盤（上

盤1.91倍，下盤1.93倍）
入球大細：球數2.5

（大2.45倍，細1.48倍）
專家推介：銳氣 瑞士贏

專家推介統計：

和2.83倍

（勝出場數）
（總場數）

客2.63倍

4
4

賽事預測

組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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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賽球隊
巴西對哥斯達黎加

塞爾維亞對瑞士

賽果
2：0/3：0

0：0

E組才是死亡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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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世界杯小組賽D組次輪尾場
賽事今晚上演，由首場同心協力守和阿根廷的
「小國巨人」冰島迎戰首仗不敵克羅地亞的非

洲 「超霸鷹」尼日利亞。冰島首戰世杯便取得
逼和阿根廷的佳績，鐵壁的防守加上齊上齊落
的進攻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今仗仍有望以嚴
明紀律爭勝。尼日利亞雖有不錯的球員，但非
洲球隊各自為戰的習慣表露無遺，實難抵抗團
結的冰島，今仗平手盤捧冰島，可立於不敗之
地。（now618及616台今晚11時直播）

首次參加世杯決賽周的冰島，上仗表現穩
紮穩打絕不失禮，面對坐擁巴塞隆拿球星美斯
、兩奪世杯冠軍的南美傳統強國阿根廷，冰島
打出最高紀律的防守，令美斯也難越雷池半步
，即使他們落後一球，也依靠群策群力扳平，
換來世杯決賽周的首個積分。這支冰島絕對有
不錯實力，他們非常齊心，更有頑強

鬥志，絕對有力以更高的紀律擊退尼日利亞，
預計較具名氣的愛華頓球星基菲爾施古臣及首
仗有入球的艾費特芬保加臣將繼續負責爭取入
球，讓球迷看到本屆決賽周球隊中國家人口最
少的球隊有多頑強。

尼日利亞是近年世杯常客，這是他們近七
屆世杯第六次出席決賽周，但他們的成績卻很
飄忽，曾於1998年世杯以3：2精彩擊敗西班牙
，又可以在2002年 「死亡之組」毫無成績的墊
底，這支球隊的表現實在是難以估計，究其原
因都是非洲球隊習慣各自為戰及無紀律而起
，就如他們首輪因 「擺烏龍」及輸12碼不敵
克羅地亞，他們始終無法解決各自為戰的問
題。一旦尼日利亞進攻遲遲不能撕破冰島防
線，他們的防守端便隨時會 「自爆」，再吃一
敗出局。

巴西首戰在領先一球之下遭瑞士逼和1：1，雖然被扳平的
一球對手有犯規在先之嫌，自己亦應得一記12碼但未獲判罰
，惟巴西應該吸取到教訓：領先一球絕不穩陣，贏夠兩球
才較安心。另一對巴西稍微不利之處，是同組另一仗塞
爾維亞對瑞士在較晚時間進行，巴西也不能像烏拉圭
或西班牙般在較明確的形勢下 「睇定嚟食」，若
然再失分而塞爾維亞又贏波的話，便肯定不能
取得首名，更令自己陷入出線危機。無論如何
，巴西今仗只能做好本分，爭取最大勝利。

尼馬上仗被侵犯多達10次，成世界杯史上
單場被犯次數最多的球員，早前更因足踝痛楚而
退出操練，猶幸周三已復操，還 「微調」了首仗劣評如潮的 「杯麵
頭」，可能亦一併轉運。菲臘比古天奴上場射入 「世界波」，光芒
絕不遜於尼馬，還有射門觸覺敏銳的 「耶穌」加比爾捷西斯，三大
「救主」必可撐住 「森巴」。

哥斯達黎加就像另外兩支中北美洲球隊巴拿馬和墨西哥般，關
鍵一腳表現粗糙，球隊近七場在歐洲的比賽僅入兩球，鋒力不敢恭
維。之前養傷一個月的前鋒烏連拿上場表現一般，上仗後備登場的
34歲進攻中場老將保蘭奴斯則有機會正選披甲。

至於三分在手的塞爾維亞遇上同屬歐陸風格的瑞士，後者勢必
採取更主動的踢法，平均質素不俗的塞爾維亞或可藉反擊而有機可
乘。（now618及616台明天凌晨二時直播）

冰島硬淨可擒尼日利亞

首先講講E組巴西對哥斯達黎加的賽事。
巴西上仗對瑞士開局非常好，菲臘比古天奴很
快便幫巴西先開紀錄，但當大家都以為巴西會
輕鬆取勝時，瑞士旋即馬上反撲。瑞士上仗的
部署不錯，我覺得瑞士中場比哈美全場展現出
非常硬朗的姿態去防住巴西當家球星尼馬，他
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比哈美是一名很有經驗
的球員，明知巴西重心在尼馬，尼馬亦很怕對
手用硬朗的身體打法對付他，比哈美上仗成功
「嚇到」久休復出的尼馬，所以能看到尼馬上

仗發揮並不太搶眼。上仗瑞士在防守方面戰術
運用應記一功，兼且能 「偷雞」打入一球，瑞

士在世界杯能逼和巴西絕不容易。

巴西今仗需做三件事
我認為E組才是真正的 「死亡之組」，四

支球隊實力頗為接近。這場比賽我認為會非常
精彩，兩隊必定主動進攻，若巴西今仗都不能
贏波，似乎出線便有些危險了。作為 「足球王
國」，巴西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首先，巴西
要盡快取得入球；第二，巴西的防線不能讓對
手 「偷雞」得手；第三，巴西需要打入奠定勝
局的第二個入球。這就是巴西今仗需要做的。

E組另一仗塞爾維亞對瑞士。上仗塞爾維

亞對哥斯達黎加的上半場雙方都非常保守，依
靠高拉洛夫一記絕妙的罰球，塞爾維亞最終贏
1：0。其間，塞爾維亞有很多入球機會，但都
被前鋒阿歷山大米祖域一一浪費，他是塞爾維
亞前線舉足輕重的球員，且看他今晚對瑞士能
否把握住機會轉化成入球。

塞爾維亞被稱為 「歐洲巴西」，他們在
2015年贏得世青杯冠軍。我自己做了很多分析
，他們在世青杯有很多入球都是由門將發球，
然後後衛、中場到前鋒一直搓波，最後收穫入
球，其他球隊很難從中 「斷纜」。他們的踢法
很 「西班牙式」，但相較西班牙，塞爾維亞的

直傳、小組滲透可能更多，不僅有控球權，且
進攻效率頗高，球迷可以留意一下。

瑞士上仗打和 「五星」巴西，他們尚未對
上哥斯達黎加，因此今仗他們不能輸。瑞士的
目標是守和巴西和塞爾維亞，最後一場再贏下
哥斯達黎加，那他們晉級16強的機會將達到八
成，因此瑞士今仗會以不失球為先。塞爾維亞
現有三分，今仗他們在上半場可能不會主動出
擊，以保守為主。似乎今仗比賽的節奏會偏慢
，和局收場可能對雙方都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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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費特芬保加臣
（右）上仗取得世
界杯 「處子」 入球

資料圖片

▲施素波格斯（左）已代表哥斯達黎
加112次 資料圖片

1990年世界杯，
哥斯達黎加中場古馬
雷斯上陣鬥巴西，28
年後的今天，其子施

素波格斯繼承父親衣缽，亦難得地有
機會在世杯為國家對抗 「足球王國」
；儘管自己與巴西有 「遠房親戚」關
係，但波格斯自覺是100%哥斯達黎加
人，亦必付上百分百努力對壘巴西。

1990年意大利世杯，古馬雷斯同
樣是次輪小組賽以後備入替鬥巴西，
但哥斯達黎加最終以0：1落敗。原來
古馬雷斯出生於巴西，小時候跟從父
母移居哥斯達黎加， 「掛靴」後轉當
教練，曾帶領哥斯達黎加出席2002年
和2006年世杯，其中在2002年世杯小
組賽又碰上巴西，該仗球隊大敗於這
支最終冠軍2：5，當屆同組還有中國

。現年58歲的古馬雷斯之後亦與中國
拉上聯繫，因為他在2012年中至2013
年底，曾經擔任中超球隊天津泰達主
帥。

現在就輪到其30歲兒子、同樣司
職中場的波格斯繼承父親打敗巴西的
宏願。波格斯說： 「我不能否認，我
和巴西的確有一點點聯繫，但或者並
不如我父親那麼強。我是100%哥斯達
黎加人，我的每一個選擇都會以哥斯
達黎加為先。我不能否認家族與巴西
的關係，但對我來說，那不過只是一
種非常特別的感覺。」

代表哥斯達黎加達112次的波格斯
，上屆在巴西協助球隊打入八強，小
組賽正正在祖父母的家鄉累西腓打敗
意大利，令他留下難忘回憶。原來，上
天早已令波格斯與巴西結下不解緣。

波格斯繼承父親衣缽鬥巴西

特稿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