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能反映出一名球
員的價值，莫過

於僱主願花多少錢到
其身上，而20歲英格

蘭小將史達寧得到曼城垂
青，待遇由一般紅人升格至頂級球星
水平，但是否物有所值就要看球季開鑼
後才知曉。

人工力迫耶耶阿古路
據英國《每日郵報》昨日報道，「藍月」

在兩次報價遭到利物浦拒絕後，昨日落實以今
夏迄今全歐洲最高的4,900萬英鎊成功羅致了史
達寧，而且周薪更由3.5萬英鎊急增至最多18
萬英鎊，足足超過四倍。目前曼城最高周薪
的球星，是24萬英鎊的防中耶耶托尼和22.5
萬英鎊的前鋒阿古路，史達寧緊隨二人之
後。
據知史達寧的基本周薪為16萬英鎊，
若表現理想則可加多2萬英鎊獎金，比
「紅軍」之前所開挽留他的10萬英鎊

多出不少。而他的天價轉會貴亦刷新多年
前安祖卡路爾從紐卡素轉投「紅軍」的

3,500萬英鎊
舊紀錄，成
為史上最貴
「英人」；
同時打破全歐
洲 最 昂 貴 的
U21 球 員 紀
錄。此外，史
達寧的母會昆士柏流浪亦可從「紅軍」處瓜分980萬英
鎊（約1.19億港元）作為當年培養他的回報。
或許外界會認為「藍月」做了「水魚」，但該球會的

名宿李爾坦言：「我想，史達寧會認明曼城是作出一個
極佳的收購，哪管我們是付多了錢！」

格連莊臣加盟史篤城
「紅軍」領隊羅渣士堅稱即使麾下離開，二人之間仍

是關係良好，亦否認外界所指的史達寧不想再為他賣
命說法。身處泰國準備友賽的羅帥說：「處境其實很簡
單，球會同意另一球會有關史達寧轉會的交易，現差體
測而已。昨日我和他談了許久，所以不存問題，兩間球
會同意交易，而他將會繼續（踢球）。但這一刻我關心
的是在這裡（泰國）的球員。」
另外，經已滿約「紅軍」回復自由身的右閘格連莊

臣，昨日落實轉投史篤城，簽約三年，是史篤城今夏目
前所簽的第六名新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經過曼城（藍月）三次報價後，利物浦（紅軍）與前鋒小將史達寧之

間的紛爭終告一段落，後者以4,900
萬英鎊（約5.9億

港元）的天價離

巢，刷新英格蘭球員最高轉會費紀錄，史達寧亦可藉「棄紅投藍」參戰

本年度的歐聯賽事。其周薪亦有着大躍進，由原來的3.5萬
英鎊（約42.2

萬港元）狂升至最多18萬
英鎊（約217萬

港元），即時躋身巨星行列。

今夏增兵不停的利物浦，固然想趁
季前友賽來盡快磨合新舊兵源的默
契，昨日他們大軍抵達泰國，準備今
晚跟泰國明星隊的比賽（有線61及
64台、高清201及203台周二9:00p.
m.直播），其中新隊長、擔任防中的
佐敦軒達臣與中堅史卡迪爾擔任領隊
羅渣士的「左右護法」，在傳媒面前
大擺「合十」手勢。

除了今晚的
比賽外，「紅軍」
亦會在本月17及20日兩
對澳職聯的球隊，昨日會方公佈其30
人大軍名單，其中新加盟的占士米
拿、丹尼艾格斯、阿當保丹、尼達利
基尼等悉數入選，但沒有意大利前鋒
巴洛迪利份兒，估計「巴神」可能會
在日內被「清洗」。 ■記者 鄺御龍

新隊長領軍鬥新隊長領軍鬥泰星泰星

■■利物浦主帥羅渣士利物浦主帥羅渣士（（中中））偕偕
兩名球員見泰國傳媒兩名球員見泰國傳媒。。法新社法新社

■■ 史 達 寧 落 實史 達 寧 落 實
「「紅紅」」變變「「藍藍」，」，
打破英格蘭球員的打破英格蘭球員的
最高轉會費紀錄最高轉會費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史達寧的周薪力迫阿史達寧的周薪力迫阿
古路古路（（中中））和耶耶托尼和耶耶托尼
（（右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足 球 直 播 精 彩 時 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時間 直播頻道
友賽 泰國明星隊 利物浦 周二9:00p.m. C61/C64/C201/C203
國冠盃 聖荷西地震＃ CF阿美利加 周三10:35a.m. C61/C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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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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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季德甲開
鑼之前，幾支勁旅
先藉德國電信盃寓
賽於練，最終漢堡
擊敗奧格斯堡獲得
冠軍，至於慕遜加
柏與上季聯賽冠軍拜仁慕尼黑
（拜仁）則分別獲第三、四名。
已踏入第七屆的電信盃，今次

在慕遜加柏的主場進行，比賽採
用單場45分鐘賽制，並在一天
內打完全部賽事。先是漢堡對主
隊，雙方在 45 分鐘後皆無進

賬，結果互射
12 碼由漢堡以
5：4 勝出。接
着奧格斯堡在先
落後下，以2：
1 反勝拜仁出

線。而季軍戰慕遜加柏則和拜仁
互交白卷，前者在互射12碼以
4：3勝出，獲得季軍。
到了決賽，穆罕默德古艾達和

奧歷的入球為漢堡領先2：0，雖
然奧格斯堡追回一球，但無阻漢
堡最終捧盃。 ■新華社

德國電信盃漢堡奪冠

西班牙暨皇家馬德里（皇馬）門神
卡斯拿斯，離開母會轉投葡超豪門波
圖已成定局，但由於前日的離別發表
會連一名皇馬官員都欠奉，被球迷狂
轟不夠尊重，皇馬昨日連忙「補鑊」
再辦告別儀式，讓「聖卡斯」可讓大
批支持者目送自己步出家門。「聖卡
斯」和一堆他贏得的獎盃合照，也跟
皇馬主席佩雷斯握手，但感覺上似乎
已和二人友好時略為不同。

怨佩雷斯不准「收山」
不過，「聖卡斯」是自願離開還是

被趕走，應只有他才知曉，然而其雙
親則高調為兒子抱不平。卡斯拿斯的
母親瑪莉昨日向西班牙報章表示：
「卡斯拿斯參與了很好的交易，他已
承受許多心理壓力，球會對他的方式
跟其他球員不同。我已看着他受苦多
年，是佩雷斯趕他走，只因他想在皇
馬『收山』。」她並指波圖是三流隊
伍，根本配不起「聖卡斯」。「世界
冠軍不能在波圖掛靴，他可到任何一
個想去的地方，只是巴塞羅那的人就
算是紳士，我也不會理會。」

■記者 鄺御龍

「「聖卡斯聖卡斯」」母母親親：：波圖波圖是三流隊是三流隊

本年度歐洲超級
盃（歐超盃）由巴
塞羅那對西維爾的
比賽門票，已於昨
日開始發售，結果
在主辦城市格魯吉
亞首都第比利斯發
生球迷騷亂，有三
人傷勢較重被送到
醫院救治，另有數
十人出現不同程度的傷勢。
今年歐超盃將於下月11日舉
行，大量球迷昨日到售票地點購

買門票，其中有
數百人試圖衝過
警方設置的警戒
線，從而引起騷
亂。最終警方要
出動特種部隊，
才可維持現場秩
序。據知不少球
迷在騷亂中受到
不同程度的傷

勢，有三人因傷勢嚴重，不得不
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新華社

球迷搶購歐超盃門票 多人受傷

墨西哥賽和危地馬拉

欲從美洲金盃出線的墨西哥遭受重
大打擊，因他們昨日竟未能擊敗實力次
一級的危地馬拉，雙方0：0打和，不
單令捧場的6萬多名觀眾失望而回，墨
西哥更需要經過周四對千里達一役才知
能否躋身8強。面對着危地馬拉，墨西
哥在比賽大部分時間都能控制戰局，豈
料對方門將莫達如有神助，在補時階段
兩救險球，終力保不失。

新西蘭出局力求上訴

新西蘭足總被指在奧運外圍賽起用
不合資格球員，繼而遭到取消參賽資
格，有關方面表明將會上訴。據大洋洲
足協紀律委員會昨日表示，因新西蘭於
巴布亞新畿內亞舉行的賽事中「出
術」，用上不合資格的球員，導致他們
在準決賽以2：0戰勝瓦努阿圖的賽果
被判無效，喪失決賽資格。結果瓦努阿
圖補上，但在昨日的決賽以互射12碼
不敵斐濟。

辛尼特奪俄國超級盃
俄超冠軍辛尼特，昨日在俄國超級

盃於法定時間跟盃賽冠軍莫斯科火車
頭打成1：1後，最終在互射12碼以
4：2勝出，成功捧盃。辛尼特領隊波
亞斯表示：「我們只有很短的季前訓練
時間，以讓國腳級球員可稍作休息，因
此我們今天未能表現最好，犯錯不
少。」 ■記者 鄺御龍

英超豪門曼聯（紅魔）今夏在轉會市場非常活躍，引入多名強援，但前鋒的人選
問題仍未解決。皆因除了朗尼和小將占士威爾遜外，便只有帶傷兼可能投身美職聯
的「小豆」查維亞靴南迪斯，至今還未去想法子彌補荷蘭射手尹佩斯轉投土耳其勁旅
費倫巴治後的空缺。
昨日尹佩斯已放下「紅魔」，與家人乘飛機抵達土耳其，離開機場時得到當地擁躉
的英雄式歡迎，披上費倫巴治官方圍巾的尹佩斯面露雀躍表情，看來只要通過體測
他便能正式加盟。只是「魔帥」雲高爾表明兩間球會根本並未達成任何轉會協議。

舒尼達連正式「入魔」
至於前後腳加盟「紅魔」的拜仁慕尼黑德國防中舒韋恩史迪加與修咸頓

法國中場舒尼達 連，昨日亦已穿上紅色球衣為球會拍照，正式成為「紅
魔」新成員；二人是曼聯繼拖連奴後衛達美安後的全
新「魔兵」。與此同時，「紅魔」亦被指看中賓菲加
的阿根廷快翼奧斯華度加坦。

比高域簽車仔四年
另外，車路士（車仔）昨日落實邀來史篤城的波
斯尼亞門將比高域，他已在車仔官網刊登高舉藍色
圍巾的歡迎照，據報28歲的比高域簽約四年，是
頂替轉投阿仙奴的施治的二號門將位置，英媒指
其轉會費約為9,670萬港元。 ■記者 鄺御龍

尹佩斯抵土耳其 獲英雄式歡迎

■■卡斯拿斯昨日參加官卡斯拿斯昨日參加官
方告別活動方告別活動。。 法新社法新社

■■巴塞巴塞（（橙衫橙衫））下下
月將與西維爾爭歐月將與西維爾爭歐
超盃超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漢堡先聲奪人漢堡先聲奪人
捧盃捧盃。。 法新社法新社

■■尹佩斯抵達伊斯坦堡尹佩斯抵達伊斯坦堡
後後，，獲當地球迷熱烈歡獲當地球迷熱烈歡
迎迎。。 法新社法新社

■■比高域昨日正
比高域昨日正

式式「「上車上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墨西哥墨西哥（（白白
衫衫）。）。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