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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國家盃於香港時間周日早上將上演終極決戰，由東道主
「森巴兵團」巴西與死敵阿根廷合演夢幻戲碼爭逐冠軍。兩軍
在晉級過程中均顯示超班級數，但整體而言巴西的攻守表現明
顯較平均，至於阿根廷若未能改善差勁的把握力，相信又會再
次和冠軍擦身而過。（香港開電視 77 台，有線 601 及 661 台周日 8：00a.m
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尼馬
尼馬（
（中）將帶領
巴西衝冠。 法新社
巴西衝冠。

今屆美洲盃原定由阿根廷和哥倫比
亞合辦，但由於疫情和政情等問

題，令巴西最終要接手主辦比賽。雖
然主辦的決定備受批評，但巴西隊在
獲得主場之利下確有助球員發揮，分
組賽頭 3 輪已輕鬆連贏委內瑞拉、秘
魯和哥倫比亞穩獲出線權。到 8 強和 4
強，「森巴兵團」則先後以 1 球淨勝
智利和秘魯殺入決賽，值得注意的是
對秘魯一役，巴西在 48 分鐘已有加比
爾捷西斯使出「穿心腿」腳踢對手被
逐，但仍在差不多整個下半場打少一
人下保住勝果，足證整體能力不俗
外，球員的鬥志和心理質素亦是一
流。
由於加比爾捷西斯被罰停賽兩場，
巴西是役預期會以効力愛華頓的李察
利臣取代其位置，影響料不會太大。
事實上巴西在今屆比賽除了依靠尼馬
在前場爭取入球，一對防守中場卡斯
米路和費特洛迪古斯的發揮才是至關
重要，二人的
防守和活動能
力成功為一對
中堅馬昆奴斯
和堤亞高施華
提前解除很多
威脅，才能令
巴西於今屆比

賽 6 戰僅失兩球，成為防守表現最出
色的球隊。
可以預期，巴西隊今場決賽的首要
重點，是要想出成功凍結美斯的方
法，在西甲皇家馬德里多次和美斯交
手的卡斯米路賽前表示，會以團隊合
作應付該名巴塞隆拿球星：「我和美
斯在西甲已交手多次，碰巧我的位置
正好是他喜歡的活動範圍，所以對他
有一定了解。簡單而言應付美斯不能
由我一個人實行，我們一定要有合作
精神，由前場尼馬到最後把關的艾利
臣比加都要有所貢獻，才有望取得最
終勝利。」
阿根廷在今屆美洲盃亦予人超班感
覺，分組賽首戰僅和智利後，即連贏
巴拉圭和烏拉圭等對手過關，並於 8
強和 4 強先後淘汰厄瓜多爾和哥倫比
亞殺入決賽。然而阿根廷在上場對哥
倫比亞顯示出把握力有極大問題，不
知是否壓力原因，平時在球會有出色
發揮的拿達路馬天尼斯和阿古路等頂
級射手，來到國家隊就會突變成「大
嘥鬼」，時常錯失一些難以相信的絕
佳機會；事實上上場對哥倫比亞若非
他們失機頻頻，阿根廷該不用等到互
射 12 碼才過關，因此如一眾前場球員
未能擺脫心魔，阿根廷還是會再因把
握力問題付上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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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根廷的防守在今屆大賽亦
明顯不及巴西穩健，上場面對攻力疲
弱的哥倫比亞也差點多次失守；因此
球隊今場唯一寄望的，可能是比賽未
能分出勝負要互射 12 碼；在上場 4 強
比賽，阿根廷門將馬天尼斯一口氣救
出 3 球 12 碼，表現甚有 1990 年世界盃
臨危授命，但卻多次救出 12 碼的前輩
哥高查的影子，如今場決賽真的要射
12 碼分勝負，那阿根廷就會變成值得
看好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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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戰多年 美斯求為阿根廷捧盃圓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阿根廷球王美斯和葡萄牙球
王C朗拿度近年統領球壇，但由
於C朗拿度除了贏盡歐聯和各國
聯賽，還曾為葡萄牙贏得歐國盃 ●美斯
美斯（
（右）為
和歐洲國家聯賽殊榮，令球迷有 了捧盃拚盡
了捧盃拚盡，
，導
時會以美斯未曾為阿根廷贏得過 致上場不停被侵
任何錦標來作比較。事實上，現 犯。
美聯社
年已 34 歲的美斯個人亦十分希
望為自己的祖國贏得錦標，而今次美洲盃決賽可能
是他職業生涯尾段的最後黃金機會。
美斯職業生涯替巴塞贏盡所有殊榮，更是 6 屆
金球獎得主，可惜他除了助阿根廷贏得 2005 年世
青盃和 2008 年奧運這些有年齡限制的比賽，至今
仍未曾以大國腳身份為國家贏得任何殊榮，例如

在 2014 年世界盃決賽便不敵德
國，在 2007、2015 及 2016 年 3
次帶隊殺入美洲盃決賽，最終
亦全數屈居亞軍。
可能深知年紀已不輕，明年
世界盃決賽周又必定強手林
立，一度退出國家隊的美斯在
今屆比賽明顯鬥志十足，例如
上場對哥倫比亞，他便因不停
勇闖對手防線而被多次侵犯，球襪更被發現滿是
血水；而當門將馬天尼斯在 12 碼階段三次撲出對
手射門致勝後，美斯緊抱馬天尼斯的激動神情過
往在巴塞亦是十分罕有，因此一眾美斯球迷賽
前均在網上討論區表示，希望自己的偶像能
夠完成捧盃的心願。

歐國盃決賽球證被
「起底」

身家豐厚只為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歐國盃決賽將於明晚深夜
舉行，這場「英意」大戰的主
球證將由加柏斯擔任，這名荷
蘭藉的球證曾執法 2018 年世界
盃英格蘭擊敗瑞典的 8 強戰，相信對英軍球迷
而言是好消息。而另一英格蘭球迷好消息就是
如英格蘭順利捧盃，英國政府有意增添一日假
期以及呼籲僱主彈性處理遲到員工，令一班
「打工仔」可以安心為球隊
打氣。
英格蘭對意大利的歐國盃
決賽如箭在弦，就連這場的
執法球證亦成焦點，據知歐
洲足協已委任荷蘭籍的加柏
斯擔任這場決賽的主球證，
48 歲的加柏斯正職是一名企
業家，經營超級市場及髮型
屋生意，擁有過千萬英鎊身 ●加柏斯原來身
家豐厚。
。 美聯社
家，成為球證只為了興趣； 家豐厚

◀美斯
美斯（
（左）希望迪馬利亞等隊
友能擺脫心魔。
友能擺脫心魔
。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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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展開球證生涯的他曾執法 2013/14 年歐
聯決賽及兩屆歐霸盃決賽，2018 年世界盃 8 強
英格蘭擊敗瑞典一役亦是由他擔任主球證。
另外如果英格蘭於今屆歐國盃順利捧盃，英
國首相約翰遜表示有意在 8 月增添一日假期，
並呼籲僱主在決賽翌日彈性處理遲到的員工，
英格蘭已有 55 年未嚐在大賽中奪冠的滋味，
一旦成為今屆歐國盃盟主勢將成為舉國歡騰的
大事。
而今屆賽事有出色表現的
意大利門將當拿隆馬即將轉
投法甲勁旅巴黎聖日耳門，
他的國家隊隊友華拉堤率先
爆料表示：「當拿隆馬值得
加盟一支有力爭奪歐聯冠軍
的球隊，很開心他將成為我
在球會的隊友，相信他會為
球隊帶來極大貢獻。」據知
當拿隆馬的年薪將高達 1,200
萬歐元。

求脫美斯陰影 尼馬一哥心願待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今屆美洲盃決賽被很多球迷視為
尼馬和美斯的正面對決，事實上
這對過往曾合作為巴塞贏盡錦標
的前後輩，雖然一直被指關係不
錯，但尼馬想擺脫美斯陰影，並
成為球壇「一哥」的心願其實人
所共知，且看他這次又能否阻止
美斯一圓贏出大賽的心願，並向
着自己的目標進發。
在 2013 年，尼馬由巴西山度士
加盟巴塞隆拿，之後並和美斯
及蘇亞雷斯合組令人聞風喪
膽的「MSN」組合，三
人合作贏盡所有球

會級殊榮。根據巴塞的計劃，尼馬
會是美斯引退後的領導者，然而他
們卻不明白「一山不能藏二虎」的
道理，在尼馬心中，只要美斯一日
在陣他也會活在該名阿根廷球星的
陰影之下，因此在 2017 年，尼馬
終決定以天價加盟巴黎聖日耳門，
希望以這支法國班霸的「一哥」身
份贏得一切錦標，證明自己有成為
球壇「一哥」的能力。
可惜的是，現年已 29 歲的尼馬
至今仍未能為聖日耳門贏得歐聯
冠軍，近兩季只能進入決賽和 4
強，而由於經常受傷和有很多不
利新聞，尼馬在球隊的風頭更已

●尼馬
尼馬（
（右）一直希望
超越美斯。
超越美斯。
法新社
被法國超新星基利安麥巴比趕
過；至於在國家隊層面，尼馬對
上一次助巴西奪冠已是 2013 年的
洲際國家盃，因此他如未能在周
日早上決賽以出色表現帶領球隊
奪冠，距離當初成為球壇「一
哥」心願只會越來超遠。

摩連奴首開記招反擊過氣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在被熱刺辭退後不久即獲得意甲
球隊羅馬邀請任教的摩連奴，在
完成隔離後昨日首度召開記者
會，這位傳奇教頭在會上霸氣向
指自己過氣的人作反擊，並希望
球會能給自己時間作改革。
摩連奴近年先後敗走曼聯和熱 ●摩連奴首個記招吸引大批
記者採訪。
。
法新社
刺，更常於任教期間和部分球員 記者採訪
出現爭執，其以防守為先的風格
亦備受批評，例如曼聯左閘勞基梳爾
和車路士一起贏得英超冠軍，在曼聯
早前便直指摩帥已經過氣。一向不甘
贏得 3 個盃賽冠軍，在熱刺進了聯賽
示弱的摩連奴在記者會中自然作出反
盃決賽，但有些人卻說這些成就以及
擊：「在我過去執教的 3 家球會，我
我個人為一場災難，不過有趣的是這

些成績有些教練一生中卻從未做
到過。」然而，摩連奴會記招中
亦直言要改革羅馬需要一些時
間，故不會輕易承諾可立即為球
隊帶來錦標。
根據意大利傳媒報道，摩帥在
上任前已研究過球隊陣容，並向
球會表明如柏度洛迪古斯、柏斯
托尼、法斯奧、尼桑斯和大衛辛
頓等高薪又表現欠佳的球員皆可
離開，而門將包盧比斯已接近被外借
到馬賽。增兵方面，狼隊門將魯爾柏
迪斯奧已接近加盟，至於阿仙奴中場
格列沙加則是摩帥的首要目標。

長話
短說
太陽報捷兩場領先公鹿

施蒙尼續約膺最高薪教練

溫網女單決賽戲碼出爐

NBA 昨日上演總決賽第 2 戰，結果
太陽憑基斯保羅、迪雲布加和米卡布
里捷斯合共攻入 81 分，主場以 118：
108再挫公鹿，總場數領先2：0。

應屆西甲冠軍馬德里體育會昨日宣
布，成功和教練施蒙尼續約 3 年，其
年薪將達到 2,400 萬歐元（約 2.2 億港
元），成為足球壇最高薪教練。

溫布頓網球賽女單決賽戲碼出爐，
捷克的 8 號種子柏莉絲高娃在 4 強擊
敗白俄羅斯的莎芭列卡，將和澳洲的
1號種子的芭迪於今晚爭逐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