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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賽事兩次提早鳴完場笛 突尼斯擬上訴

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

非國盃 球證罕見烏龍

惹黑哨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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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洲國家盃出現了罕
見的連環烏龍事件。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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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時間12日突尼斯對陣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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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 組第 1 輪比賽中，球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施卡斯韋（Janny Sikazwe）竟然先後於第
85 分鐘及 89 分鐘連番提早鳴錯完場笛，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短時間內重新復賽，他說：「當時
宣布，馬里門將蒙高路當選為今
洲勁旅突尼斯在本屆非國盃
起落敗方突尼斯方面強烈不滿。由於施卡斯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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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球證吹完場笛，要求我們返回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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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
場最佳球員，卻錯配了塞內加爾
F 組首輪以
0：1 一
不敵馬里，
正在喀麥隆鏖戰

韋曾有涉嫌黑哨的前科，更引起外界質疑今
次事件是否純屬無心之失，不過非國盃球證
主管卻辯稱是因為球證身體不適。同日非國
盃賽場還有播錯國歌以及官方 Twitter 圖文
不符的事件，可謂烏龍百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突尼斯主帥基巴亞（右）向
施卡斯韋表達不滿。 路透社
施卡斯韋表達不滿。

然而今場比賽的主角卻非球員，
而是贊比亞籍球證施卡斯韋。他
在第 48 分鐘及 77 分鐘先後判給馬
里和突尼斯各一球 12 碼，馬里射
入而突尼斯射失。最後 15 分鐘兩
次 VAR 判決本已引起突尼斯方面
不滿，而施卡斯韋竟然在法定時
間結束前 5 分鐘的第 85 分鐘提前
鳴笛完場，更是足壇罕見。
發現搞錯後，施卡斯韋宣告比賽
繼續，第87分鐘紅牌驅逐馬里的艾
比拉爾托尼離場，但89分鐘爭議又
再出現，完場哨子聲竟然在89分鐘
40秒又再響起，此時「第四球證」
正準備舉牌示意補時。突尼斯教練
組對此相當不滿，全部衝進場要同
球證理論，施卡斯韋最後要在11名
保安護送下離場。
非國盃賽會之後提議兩隊將最後
幾分鐘踢完，但遭突尼斯方面拒絕。
突軍主帥基巴亞解釋，是因為球員
當時已經洗澡，體力上根本不宜於

室，因此球員已開始浸冰浴，後來
才問我們可否回球場比賽。」他不
滿地說：「在我工作的30年裏，從
沒見過這樣的事發生。」據了解，
突尼斯方面正尋求向非洲足協上訴，
要求推翻賽果。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施
卡斯韋曾於 2018 年 11 月執法一場
非洲聯賽冠軍盃比賽後，因受到
腐敗的指控而被停賽，2 個月後國
際足協解除他的禁賽令。從這場
比賽的連環烏龍事件所見，施卡
斯韋有否操縱比賽的嫌疑，或許
只有留待調查後才能知曉。而據
非國盃球證主管法塔赫解釋，施
卡斯韋是因為中暑而出現意識不
清，才不慎犯錯，之後他被送院
檢查亦證實身體確實出現問題。

前鋒沙迪奧文尼的照片。而同組
毛里塔尼亞對岡比亞的比賽賽前
播國歌時，由於工作人員找不到
毛里塔尼亞的國歌而多次播錯歌
曲，結果只能由毛里塔尼亞球員
清唱國歌來解決這尷尬場面。

◆施卡斯
施卡斯韋
韋（右）第 87 分
鐘紅牌驅逐馬里的艾比
拉爾托尼離場。
拉爾托尼離場
。 美聯社

同日蝦碌事件接二連三
同日賽會的烏龍事件還接二連
三發生。非國盃官方 Twitter 賽後

A 山絕殺祖記 率國米捧盃
輪組織傳送，最後由後備入替的 A 山射入完成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香港時間 13 日凌晨
殺。據統計，這第 121 分鐘的「士哥」是意超盃史上
還有兩場盃賽大戰，國際米蘭憑阿歷斯山齊士（A
的最遲入球。
山）最後一刻建功絕殺勁敵祖雲達斯2：1，繼2010年
A山在國米易帥後仍多列後備，但近來上陣時間已有
後歷來第 6 次贏得意大利超級盃冠軍。而西班牙超級
所增加，這位智利前鋒
盃 4 強，皇家馬德里
賽後表示：「今晚我非
力挫巴塞隆拿 3：2 躋
常有飢餓感，感覺自己
身決賽，連續 5 次擊
就像一隻籠中獅子，期望
敗西甲宿敵。
踢正選。」
祖雲達斯雖在25分
皇馬憑費達歷高華維
鐘由韋斯頓麥堅尼頂
迪加時建功絕殺巴塞
入領先，但10分鐘後
3：2，完成對宿敵 5連
卻因迪施基利奧禁區
殺。巴塞主帥沙維認
內絆跌迪斯高被判 12
為皇馬更多時間是
碼，拿達路馬天尼斯
◆阿列沙巴拿
在防守；但皇馬教
操刀命中助國米扳
加（橙衫
橙衫）
）沒有回
頭安察洛堤卻認
平。和局維持到加時
後 ， 令哈利卡尼
◆A 山（捧盃者
捧盃者）
）喜成奪冠英雄
喜成奪冠英雄，
，國米
為，這是勢均力
最後 1 分鐘，國米把
（左）的入球因越位
球員為勇奪意超盃歡欣雀躍。
球員為勇奪意超盃歡欣雀躍
。 美聯社
敵的一戰。
握住最後一擊，經一
食詐胡。
食詐胡
。
路透社

◆突尼斯（白衫）12
12碼宴客
碼宴客，
，最終一球不敵馬里
最終一球不敵馬里。
。

美聯社

英聯盃 VAR 搶戲
車仔熱刺門將優勝劣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在英格蘭聯賽盃賽場，車
路士作客小勝熱刺一球以總比分 3：0 晉級決賽，兩軍門將
以及VAR（視像球證）均成為左右今仗勝負的關鍵。
香港時間13日凌晨上演的英聯盃4強次回合，車路士後衛
魯迪格在 18 分鐘，把握輪換擔正把關的熱刺門將高連尼接
球失誤一頂入網，奠定勝局。比賽中，球證曾兩度認為熱刺
應獲 12 碼，但兩次都在 VAR 介入後改判，先是魯迪格的犯
規經 VAR 判定是禁區外，及後車路士門將阿列沙巴拿加的
出迎獲VAR洗脫犯規嫌疑。
值得一提的是，阿列沙巴拿加第 64 分鐘在熱刺的盧卡斯
莫拉傳球給哈利卡尼時，於出迎後沒有選擇回後，反而是
將位置推前，這讓隊友魯迪格成為己方防線最後一人，致令
卡尼的入球被VAR判定越位在先而無效。
熱刺主帥干地強調，車路士兩回合表現都是較好一方，不認
為出局單是輪換門將的責任。「車仔」雖然晉級，但教頭杜曹
卻認為己隊球員在領先後有些過度自信，精神不夠集中。

中國男隊包攬空中技巧世盃三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國際滑雪聯合會
（FIS）自由式滑雪世界盃美國鹿谷站，香港時間
昨日凌晨結束了男女子空中技巧項目的比賽。中國
男隊包攬該項目的冠亞季軍，其中王心迪以 122.62
分奪得冠軍，而女隊的孔凡鈺則獲得亞軍。
今次比賽，男子組共有 35 人參賽，中國隊派出
王心迪、楊龍嘯、孫佳旭、齊廣璞及賈宗洋出戰，
5 名中國選手順利闖過資格賽躋身 12 人角逐的決
賽。
決賽第一輪，齊廣璞、賈宗洋分別以 117.19 分和
115.93 分列第 7 和第 9 位被淘汰。王心迪、楊龍
嘯、孫佳旭則順利進入最後 6 強。最終王心迪以一
套高質量的動作，獲得 122.62 分，勇奪冠軍，這是
他本賽季首冠；楊龍嘯以 112.67 分居亞，孫佳旭以
83.50分位列第3。
27歲的王心迪是目前中國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在2018-2019賽季的國際雪聯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盃中贏得總冠軍。

當日女子組的比賽，中國名將徐夢桃在資格賽出
現失誤，遺憾止步；孔凡鈺殺入第二輪決賽，並以
84.58 分獲得亞軍，澳洲選手勞拉佩爾以 118.05 分
奪冠，白俄羅斯選手胡斯科娃以 82.65 分獲得季

軍。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盃美國鹿谷站是北京冬
奧會前最後一站，作為冬奧會東道主，中國隊正按
部就班地將隊員的比賽狀態調整到最佳。

◆梁諾恆（左二）與隊友於賽後拉起橫幅感謝球迷。
新華社

◆王心迪慶祝奪冠
王心迪慶祝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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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王心
王心迪
迪（中）、楊龍嘯（右）和孫佳旭在頒獎儀式上合影
孫佳旭在頒獎儀式上合影。
。法新社

基藍馬吐口水 遭罰 6 場波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足球總會紀律
委員會已就前港腳基藍馬向敵將吐口水一事作出裁
決，決定根據最低罰則判罰 6 場波監，標準流浪會方
回應時表示接納裁決，不過事主本人似乎並不服氣。
去年拆禮物日於旺角場舉行的足總盃準決賽，基藍
馬因為向傑志的加維蘭「放飛劍」，上半場 30 分鐘
已被球證庾建峰以紅牌逐離場。足總紀律委員會周一
以「咬任何人或向任何人士吐唾沫」為指控原因，決
定判罰該位入籍港腳停賽 6 場，這已是最低罰則；亦
未有就基藍馬離場前與庾建峰發生的肢體衝突秋後算
賬。

標準流浪及基藍馬未有抗辯，會方周三晚發出聲
明，讚揚基藍馬日常展現領袖風範，深得球隊領導層
信任，惟對今次涉及的行為感到失望，認為不能接
受，會接納足總今次判決。儘管會方聲明提及基藍馬
深感歉疚，並向受影響的所有人士，包括熱愛香港足
球的球迷致歉。不過事主本人在 Fb 轉發球會聲明
後，卻加上一句「I kill who my god」（我的天我殺
了誰），似乎氣憤難平。
與此同時，足總亦指晉峰外援艾拔簡勞在菁英盃對
東方龍獅之戰，因涉及兇暴行為而罰停賽 3 場，球會
亦已接受判決不會上訴。

◆基藍馬（中）於拆禮物
日對傑志的比賽向對手
吐口水被逐。
吐口水被逐
。資料圖片

梁諾恆 勞列斯
有望會師中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周三舉行的中甲升班附
加賽次回合，港隊守衛梁諾恆為浙江隊踢足全場力保不
失，結果成功與青島隊踢成 0：0，兩回合計以 1：0 勝
出，達成來季升上中超的宏願，有望與助梅州客家升班的
勞列斯一同亮相中國頂級聯賽。
浙江隊今季重金從梅州客家挖走梁諾恆，梅州客家於是
聘請了勞列斯。經過一季角逐後，梅州客家贏得中甲亞
軍，得以直接升班，反而浙江隊要跟青島隊踢附加賽，猶
幸最終仍能一圓升超夢想。如無意外，兩位港將來季都會
隨所屬球會升班，成為吳偉超、陳俊樂之後，立足於中超
賽場的香港球員。至於効力中超深圳隊、也是香港出生的
戴偉浚，近日更已完成入籍手續，並入選中國隊集訓名
單。
能夠助浙江隊重返中超，梁諾恆賽後十分興奮，並感謝
家人支持及體諒：「這一年很不容易，要一個人在內地生
活，不能返香港見屋企人及女朋友，幸好努力及犧牲並沒
有白費；能夠實現升上中超的夢想，心情真的很激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