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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受命須回歸美國
被租借回老東家聖保羅的球星卡卡目前在巴甲聯賽狀態

頗佳，全隊上下無不希望他能夠多為球隊効力一段時間，
但他在美職聯新軍奧蘭多城的老闆昨日卻表示，卡卡在今
年租借期滿後必須回歸美國。

施丹有意執教法國隊
前法國國家隊隊長、現西甲皇家馬德里B隊教練施丹昨

日在接受法國《普羅旺斯報》採訪時表示，他有意出任法
國國家隊主帥；他說：「我熱愛法國隊，現在我成了教
練，這給了我執教國家隊的機會。」

瑞士球會女軍醫醜聞
瑞士球會蘭斯堡近日爆出醜聞，隊中女軍醫在球會慶功

宴上飲醉，公然與一個球員口交，過程被其他球員拍低，
最後該名女軍醫被辭退；可是，該名女軍醫稱自己是受害
者，並懷疑其飲的酒被落藥。

約拿斯古迪利斯患癌
阿根廷中場約拿斯古迪利斯在較早前透露他被診斷出患

有睾丸癌，而這位英超紐卡素悍將已經返回了自己的祖國
阿根廷治療，並且切除了左睾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體壇連線

歐聯分組賽昨日開
賽，正當如阿仙奴、
利物浦等多支英超球
隊忙於征戰時，無緣
歐洲賽事的曼聯眾將
就周圍「浦」；其
中，「紅魔」眾外援
球員一起吃大餐，而
朗 尼 等 人 則 「 落
吧」。
向來是歐聯常客的
曼聯，因上季成績差而缺席今季大賽，於是一班曼聯外援相約
去餐廳用膳，出席的包括有迪基亞、靴里拉、盧祖、拉菲爾達
施華、華倫西亞、桑馬達、迪馬利亞等。迪基亞更在twitter上
載大合照，還寫道：「與隊友們共晉晚餐！」另一邊廂，隊長
朗尼更帶同老婆到酒吧應邀出席活動，同場的還有白蘭特及其
女友等等。
另外，朗尼近日公開表示很感激前曼聯主帥費格遜。有傳費
格遜在曼聯的最後一個球季從阿仙奴買來了尹佩斯後令朗尼不
快，從而兩人開始不和；不過朗尼近日表示，「費格遜是位非
常重要的人，我非常感謝他將我從愛華頓帶到曼聯。我認為他
是個不可思議的人和教練，你能看到他對比賽的渴望，他給予
我和大家很多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明晨歐霸盃分組賽首輪上
演，其中身處H組的英超實
力分子愛華頓，將坐鎮主場
迎戰德國球會禾夫斯堡。 (有
線61及201台周五3:05a.m.
直播)憑藉前鋒盧卡古和客串
中場的前鋒米拿拉斯上下半
場各建一功，愛華頓上輪聯
賽作客戰勝西布朗，獲得今
季聯賽首場勝利的同時，亦
為他們征戰歐霸盃分組賽首
輪賽事打下一支強心針，今
仗面對近6仗各項賽事依然
一勝難求的禾夫斯堡，主場
奪「堡」不是夢。

熱刺經驗豐可克「迪」
至於身處C組的另一支英超

代表熱刺，明晨將客戰塞爾維
亞球隊柏迪遜。 (有線61及
201台周五1:00a.m.直播)
熱刺歐戰經驗豐富，他們

在上屆歐霸盃分組賽中更是6
戰全勝，積18分昂首出線，
他們今仗有艾迪巴約及基斯甸
艾歷臣領軍，誓向柏迪遜腹地
發起衝擊，加上柏迪遜上輪聯
賽輸波，無疑影響球隊士氣，
相信熱刺有力客場克「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在昨日歐聯 D組的比賽
中，德甲多蒙特主場以2：0
輕取英超「兵工廠」阿仙
奴。更甚的是阿仙奴中場韋
舒亞是役再度扭傷足踝，而
主帥雲加賽後表明對球隊表
現失望。
今仗完半場前，多蒙特終

於打破缺口，上季意甲神射
手恩莫比尼擺脫兩名阿仙奴
守將後射遠柱入網，多蒙特
領先1：0。下半場3分鐘，
哥斯基奧斯組織快攻，快馬
奧巴美揚扭過門將後完成任
務，把比數拉開至2：0，最
終多蒙特順利打開分組賽勝

利之門。

雲加：己隊令人失望
阿仙奴球隊不單敗陣收

場，更加再出現傷兵，中場
韋舒亞在比賽中右腳足踝受
傷，目前未知需要休戰多
久。韋舒亞的右足踝傷，曾
經令他缺陣達到18個月，如
今可能再次觸傷舊患，雲加
賽後也坦言，需要對英格蘭
人進行詳細檢查，盼傷勢不
會太重。對於阿仙奴的表
現，雲加表示：「多蒙特是
表現較好的一隊，己隊則令
人失望。」另外，翼鋒普多
斯基獲得今季第2度上陣機
會，但準備出場時竟遺失了
自己的保護脛，要向被換下
的同鄉奧斯爾借用一雙充滿
汗味的二手保護脛。
多蒙特主帥高洛普在賽後

對球隊的表現讚譽有加，他
表示：「我們想要像機器一
樣壓迫對手，今仗的表現接
近完美，許多時刻讓對手防
不勝防。不少場景會在我腦
海裡存很長一段時間，我們
的比賽節奏非常好。」談到
射入處子球的恩莫比尼時，
高洛普說：「一名前鋒需要
時間適應多蒙特的打法，這
對於新人來說是非常困難
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昨日歐聯A組的焦點之戰中，剛在西甲聯賽贏得馬德里打吡的上季歐
聯亞軍馬德里體育會，竟在客場輸給了希臘球隊奧林比亞高斯。

主場作戰的奧林比亞高斯在13分鐘就通過戰術角球打出精彩配
合，馬蘇亞古為主隊首開紀錄。隨後在31分鐘阿費利在門前接隊
友傳球抽射得手，幫助奧林比亞高斯取得2：0領先。38分鐘，
文迪蘇傑頭槌攻入一球，為馬體會追回一球，不過此後奧林
比亞高斯攻勢不減。73分鐘，美杜古在門前搶點攻門成
功，奧林比亞高斯以3：1領先，基本確定了勝局。馬體
會在86分鐘通過基沙文的入球將比分改寫為2：3，
但為時已晚，最終奧林比亞高斯以3：2獲得了勝
利。

泰維斯助祖雲達斯贏「馬」
在A組的另一場比賽中，泰維斯梅開
二度幫助意甲祖雲達斯在主場以2：0
戰勝瑞典冠軍馬模，取得開門紅。
泰維斯對上一次的歐聯入球已是
2009年4月7日，終打破5年

歐聯入球荒的泰維斯賽後
稱，自己真的沒有記掛
在歐聯取得入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面對陣容豪華的皇馬，巴素利球員率
先送出烏龍大禮，隨後主隊攻擊線

上的3位過億美元身價球星，基斯坦奴
朗拿度、加里夫巴利、占士洛迪古斯建
功，加上賓施馬為皇馬射入歐戰歷史上
的第1000個入球，為球隊奠定勝局。其
中，C朗今仗射入了個人歐聯第68球，
在歐聯歷史射手榜上超越美斯居於第2
位。
皇馬今季聯賽開局不順，先後以2：4
及1：2不敵皇家蘇斯達和馬德里體育
會，幸好在歐聯作出及時回應，從而重
拾球隊信心。「肥安」賽後表示：「上
半場壓迫方面做得好好，製造出不少埋

門機會，雖然仍有問題未解決，但球隊
今仗作出很好的回應。」

謝拉特成功救利物浦
「肥安」同時表示，理解班拿貝球迷
們因為上仗聯賽輸了馬德里打吡而發出
的噓聲：「打吡之後大家精神繃得緊是
正常的。在皇馬我同樣不習慣連輸兩
場。」不過「肥
安」也幽默地
稱：「自己不
聽噓聲，只聽
球迷唱出的讚
歌，因為我喜

歡在生活中保持積極心態。」
至於同組另一仗，5年之後重返
歐聯的英超利物浦以一場勝利宣告了他
們的歸來，靠隊長謝拉特再次關鍵時刻
救主，主場以2：1險勝保加利亞冠軍盧
多格德斯。
今仗比賽到末段出現「高潮」，利物

浦於82分鐘由巴洛迪利射入加盟球隊後
首個入波領先，但盧多格德斯
9分鐘後靠阿巴奧單刀破門
追平。眼看比賽就要以
和局結束，補時3分
鐘，客軍門將接應回
傳球時甩腳被迫犯規

侵犯查維文基路，
後者博得12碼，謝
拉特操刀射入成
2：1，帶領利物浦驚
心動魄地取得重返歐
聯後的首場寶貴勝仗。
賽後，利物浦主帥羅渣士說：

「能夠有這樣的結果很滿意，球
隊在不斷前進。我們有一些緊
張，並沒有達到我們的最好水
平，但我們會慢慢適應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時間 直播頻道
＃亞足 中國女足 中華台北女足 周四1:00p.m. C61/C201
＃亞足 約旦男足 阿聯酋男足 周四4:00p.m. C64/C203
＃亞足 日本女足 約旦女足 周四7:00p.m. C61/C201
＃歐霸 迪尼普 國際米蘭 周五1:00a.m. C63
歐霸 慕遜加柏 維拉利爾 周五1:00a.m. C64/C203
歐霸 柏迪遜 熱刺 周五1:00a.m. C61/C201
歐霸 西維爾 飛燕諾 周五3:05a.m. C63
歐霸 愛華頓 禾夫斯堡 周五3:05a.m. C61/C201
歐霸 拿玻里 布拉格斯巴達 周五3:05a.m. C64/C203

註：＃為中立場舉行，C為有線。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曼聯無緣歐戰
眾將周圍「 」

變身「綠巨人」
■前德國足球國家隊門將韋爾斯，

自從本年1月被德甲球會賀芬咸解約，
成為自由身後積極健身，身材更變成
了漫畫角色「綠巨人」一樣，體重增
磅至驚人的115公斤，近日有傳32歲
的他受到美國職業摔角主席青睞，現
正考慮會否轉行做摔角手。■網上圖片

浦

■迪基亞(右)與其他隊友食大餐。
網上圖片

■阿根廷中
場約拿斯古
迪 利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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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華頓奪「堡」不是夢

■愛華頓新鋒盧卡古。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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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億齊飛 一洗頹風

歐聯小組賽昨日拉開帷幕，在B組首輪焦點對決中，占士洛迪古斯、加里夫巴利、基斯坦奴朗拿

度（C朗）3人齊齊入波，西甲皇家馬德里終現「三億齊飛」，主場以5：1大勝瑞士球隊巴素利，

一洗近期頹風。賽後，主帥安察洛堤肯定球隊在上仗聯賽的馬德里打吡失利後，於今仗作出了

「應有的回應」。

馬體會喪馬體會喪「「斯斯」」希臘希臘

■■奧林比亞高斯的美奧林比亞高斯的美
杜古杜古((右右))慶祝攻破馬體慶祝攻破馬體
會大門會大門。。 路透社路透社

■恩莫比尼(中)快射建功。 路透社

■■韋舒亞受傷倒地韋舒亞受傷倒地。。
路透社路透社

■加里夫巴利輕鬆破
門。 路透社

■基斯坦奴朗拿度射入
空門。 美聯社

■占士洛迪古
斯(右)與賓施
馬慶祝入球。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