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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奧爾佩奧爾個人檔案個人檔案

全名全名：： Carles Puyol i SaforcadaCarles Puyol i Saforcada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19781978年年44月月1313日日
出生地出生地：： 西班牙拉波夫拉德塞古爾西班牙拉波夫拉德塞古爾
身高身高：： 11米米7878 司職位置司職位置：：中堅中堅
西班牙國家隊上陣次數西班牙國家隊上陣次數（（入球入球）：）： 100100（（33））

効力巴塞羅那所獲榮譽効力巴塞羅那所獲榮譽
66次西班牙甲組聯賽冠軍次西班牙甲組聯賽冠軍（（20042004//0505、、20052005//0606、、
20082008//0909、、20092009//1010、、20102010//1111、、20122012//1313））
22次西班牙盃冠軍次西班牙盃冠軍（（20082008//0909、、20112011//1212））
66次西班牙超級盃冠軍次西班牙超級盃冠軍（（20052005、、20062006、、20092009、、
20102010、、20112011、、20132013））
33次歐洲聯賽冠軍盃冠軍次歐洲聯賽冠軍盃冠軍（（20052005//0606、、20082008//0909、、
20102010//1111））
22次歐洲超級盃冠軍次歐洲超級盃冠軍（（20092009、、20112011））
22次世界冠軍球會盃冠軍次世界冠軍球會盃冠軍（（20092009、、20112011））

効力西班牙國家隊所獲榮譽効力西班牙國家隊所獲榮譽
11次世界盃冠軍次世界盃冠軍（（20102010））
11次歐洲國家盃冠軍次歐洲國家盃冠軍（（20082008））

部分主要個人榮譽部分主要個人榮譽
33次國際最佳次國際最佳1111人陣容人陣容（（20072007、、20082008、、20102010））
66 次歐足聯最佳陣容次歐足聯最佳陣容（（20022002、、20052005、、20062006、、
20082008、、20092009、、20102010））
11次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次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20102010））
皇家金勳章體育獎皇家金勳章體育獎（（20112011））

佩奧爾的發言很簡短，現場也沒接受採訪。他表示本球季結束後將不再是巴塞球
員，會方事先已知道相關情況，並已就如何處理餘下兩年合約的問題跟他達成

協議，雙方會終止有關合約。佩奧爾說，在近兩次大手術後，他覺得自己很難恢復
到符合球隊要求的狀態，並且傷情比自己事先預想的以及醫生告訴他的更嚴重。
至於6月30日之後的打算，佩奧爾說暫時還沒考慮，但可以確定的是要先好好休
息。「我已有4年沒休息了。」這位鐵血隊長說。
在佩奧爾宣布離隊後，西班牙媒體普遍給予這位傳奇球星高度評價。《阿斯報》

稱佩奧爾是「鋼鐵球員」，是「巴塞以及西班牙國家
隊輝煌時期的代表」，《馬卡報》形容佩奧爾是
「球會和國家隊的舵手」。

或踢美職方便老婆工作
佩奧爾沒透露將來的打算，西班
牙媒體作出了各種猜測。《體育世
界報》認為，佩奧爾離開巴塞時
已36歲，並且膝蓋有傷，因此不
太可能去競爭很激烈的聯賽。巴塞
隊長下一站可能會是美國職業大
聯盟，他的老友亨利目前正在
紐約紅牛効力，而佩奧爾與太
太雲妮莎恰恰就在曼哈頓有
居所，因為雲妮莎經常要到
紐約工作。《體育世界報》
同時認為，雖然可能性不
大，但卡塔爾也是他可能的
下一站，也不排除他會徹底
退役。
佩奧爾1995年加入巴塞青

訓營，在1999年10月2日巴塞
贏華拉度列的西甲聯賽中後備
首披巴塞一線隊戰衣登場。佩奧
爾迄今共代表巴塞一線隊踢了
392場正式比賽，攻入12球，和
隊友一起拿到各項賽事冠軍 21
個，其中包括6次西甲聯賽冠軍、3
次歐聯冠軍、兩次世冠盃、兩次西班
牙盃、6次西班牙超級盃和兩次歐洲
超級盃錦標。 ■新華社

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班霸巴塞羅那於當地時間4日下

午召開新聞發布會，隊長佩奧爾在會上正式宣布，今

夏會跟球會提前終止還剩餘兩年的合約，在球季結束

後離開球隊，為19年巴塞光輝生涯劃上句號。

由翼衛轉型踢中堅的佩奧爾個子雖
不高，然而體能、位置感與攔截判斷
能力極為出色。場外絕少負面新聞，
加上個性熱血具領袖氣質，一頭長鬈
髮的他2004年便獲巴塞羅那時任教
練列卡特委任做正隊長。佩奧爾擔任
隊長時曾與朗拿甸奴、迪高、伊度
奧、伊巴謙莫域、韋拿這些球星並肩
作戰過，寫下巴塞一頁又一頁的光輝
歷史。他也是西班牙 2008 年歐國
盃及2010年世界盃冠軍（2012歐國
盃因傷缺陣）骨幹成員，就如《阿斯
報》所言，他絕對是巴塞以及西班牙
國家隊輝煌時期的代表人物。
域陀華迪斯與佩奧爾今夏俱離開巴

塞，加上沙維與恩尼斯達也盛傳將隨
時轉會，意味着這個加泰羅尼亞「地
上最強」黃金一代將會成為歷史，緊
接而來的將是以阿根廷球王美斯為核
心建構的巴塞另一個時代。

大衛雷斯有望拍碧基？
作為佩奧爾的後輩兼巴塞後防拍

檔，碧基撰函公開向隊魂致謝，盛讚
佩奧爾「是巴塞的符號，是我(碧基)
的守護天使」。英國傳媒報道，碧基
來季的中堅拍檔有可能會是另一位
「爆炸頭」鐵漢大衛雷斯，巴塞盛傳
會全力從車路士羅致這員巴西國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象徵地上最強
一個時代結束

近季表現褪色的意甲傳統勁旅國際米蘭昨晚宣
布，曼聯隊長尼曼查維迪今夏同紅魔約滿後將會正
式加盟，簽訂一份年薪350萬歐元的兩年合約。
去年績差以致今季無緣歐洲賽的國米，目前在今
季意甲只剩12輪下仍落後第3位拿玻里11分之多，
難望取得下屆歐聯資格。去年入主國米後一直未有
積極簽入頂級球星的主席托希爾，簽入維迪被視為
重建球隊的第一步。他說：「維迪的特質、經驗和
領袖才能，都將成為己隊寶貴的財產。」
現年32歲的維迪在貝爾格萊德紅星出道，2004年
轉會莫斯科斯巴達，翌年以700萬英鎊身價獲曼聯
時任領隊費格遜羅致麾下。這位前塞爾維亞國腳中
堅至今共代表曼聯上陣287次入19球，隨隊贏得5
次英超聯冠軍、3次聯賽盃、1次歐聯和1次世冠盃
錦標。他近兩季受傷患困擾，狀態與上陣時間大不
如前，紅魔今季換帥後戰績亦大倒退，被視為是他
決定不續約的導火線。

傳莫耶斯會搵人取代RVP
至於盛傳同新領隊莫耶斯不和意欲他投的紅魔射
手尹佩斯，據報莫耶斯對他在比賽中的積極性有意
見，今夏希望簽入卡雲尼，賣走「RVP」。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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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足壇一代傳奇施丹與巴西昔日球星朗拿度
於本港時間昨晨領銜合演了一場慈善賽，比賽星
光熠熠，簡拿華路、希亞路、尼維特等前球星皆
有出席，就連前世界足球小姐瑪達也前來捧場。
最終施丹和大哨的球隊以8:6贏了瑞士「年青

人」。朗拿度雖揚言
自己減肥成功，但就
這場比賽來看，相信
大哨還要多多努力
了。

傳魯爾將掛靴
返皇馬教波
施丹是現任皇馬助

教，他昔日的皇馬戰友魯爾可能會再次成為其拍
檔。據《機密報》傳出，現於中東搵食的36歲前
皇馬隊長魯爾，今夏很可能掛靴返母會加入教練
組，在安察洛堤麾下累積經驗。魯爾曾說過，希
望有一天自己能夠成為「銀河艦隊」的主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與施丹獻技籌款 肥哨又「有咗」?

阿仙奴剛
剛和路斯基
與梅迪薩卡
續約，而據
《衛報》報
道，兵工廠
還會跟本球
季一度大放
異彩的中場
大將艾朗藍
斯 續 簽 新
約，威爾斯
國足隊長的周薪將超過10萬英
鎊，比目前薪金幾乎高出1倍。
藍斯2008年以500萬英鎊身價
從卡迪夫城轉會而來，少有的
入球每每隨之而來是有名人離

世，故被封為「死神」。不過
今季他突然大爆發，在18場聯
賽中入8球，由死神成為「藍
神」。不過後來受重傷而缺陣
至今。 ■記者 梁志達

藍神傳將獲加薪1倍留廠

英格蘭國
家足球隊主
帥 鶴 臣 透
露，為更好
地征戰世界
盃，「三獅
軍」將聘請
著名的心理
學專家史蒂
夫．皮特斯
來幫助球隊。「他不是隨便某
位心理學家，而是史蒂夫．皮
特斯博士，該領域的著名人
物，」鶴臣表示，「他在各種
體育項目中都有出色的履歷，
我們很高興可以聘請到球隊心
儀的人選。」
作為心理學專家，皮特斯在
英國體育界享有盛名。他曾幫

助英國單車隊在奧運會取得佳
績，倫敦奧運會女子凱林賽冠
軍彭德爾頓盛讚皮特斯為「我
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人」。另
一名單車選手霍伊則表示，
「沒有史蒂夫，我不可能在北
京奪得三面奧運金牌」。皮特
斯也為英超利物浦提供心理諮
詢。 ■新華社

三獅聘專家解除心理障礙

寸王封殺法媒報復
英超車路士「寸王」領隊摩連奴早前被法國電視台

Canal+拍到一段有關質疑伊度奧年齡的對話，「寸王」學
曼聯前領隊費格遜般玩「封口」，不接受該電視台訪問以
作報復。另外利物浦後衛格連莊臣指昔日踢車仔時摩帥未
有信守「有表現下場讓他踢正選」的諾言，故此難以尊重
這位葡萄牙傳奇主帥。

荷蘭主帥：世盃難入4強
荷蘭隊主教練雲高爾日前表示，在巴西世界盃上殺入準

決賽的目標對於橙衣軍而言很難實現。他坦言，荷蘭隊是
支天分出眾的年輕隊伍，但他們在今屆世盃將面對經驗更
為豐富的對手。在小組賽階段，荷蘭跟衛冕冠軍西班牙、
智利和澳洲同組。

走平民路線的日本著名衣
品牌 UNIQLO 打算闖進足球
界，爭奪成為曼聯球衣贊助
商。紅魔與Nike現時的合約將
於明年屆滿，現時據報UNIQ-

LO有意出動到大約折合9億港
元1年的贊助費，加入盛傳有
Nike、Warrior 與 Adidas 等名
牌子的戰團，爭做紅魔的球衣
贊助商。 ■綜合外電

傳UNIQLO爭紅魔球衣贊助

■■謝拉特支持鶴臣的安排謝拉特支持鶴臣的安排。。 路透社路透社

■■鐵血隊長在記者會上宣布鐵血隊長在記者會上宣布
離隊的消息離隊的消息。。 法新社法新社

■■艾朗藍斯上半季頻有

艾朗藍斯上半季頻有

「「士哥士哥」。」。
路透社路透社

■■尼曼查維迪將告尼曼查維迪將告
別曼聯別曼聯。。 路透社路透社

■■佩奧爾帶領巴塞三捧

佩奧爾帶領巴塞三捧

歐聯大耳盃
歐聯大耳盃。。

路透社路透社

■■日本隊昨晚熱身賽於東京主場迎戰新西蘭日本隊昨晚熱身賽於東京主場迎戰新西蘭
隊隊，，客軍在連追客軍在連追22球下最終還是以球下最終還是以22::44惜敗惜敗。。
圖為香川真司圖為香川真司（（中中））取得近半年來首個日本取得近半年來首個日本
隊士哥後興奮慶祝隊士哥後興奮慶祝。。 美聯社美聯社

入球騷入球騷

■■魯爾有望返母魯爾有望返母
會會。。 法新社法新社

■■施丹施丹（（右右））射門射門
得手得手。。 法新社法新社

■■朗拿度朗拿度（（左左））減肥還減肥還
有努力的空間有努力的空間。。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