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路士重奪英超冠軍，今季有

望成就「雙料冠軍」；阿仙奴近

20年首次失前四缺席下屆歐聯，

只餘一盃可爭捍衛面子。今晚英

格蘭足總盃決賽，倫敦雙雄勢將

以三後衛陣式決戰溫布萊球

場，「兵工廠」領隊雲加

去留成疑，此戰有可能

是其最後一擊，成為

「教授」的名譽一

戰。（無綫翡翠

台周日0：30a.

m.直播）

阿仙奴在英超季尾5連勝，但太
遲才啟動「爭四模式」，雲加

最終保不住連續19年排前四踢歐聯
的金漆招牌，落台壓力極大。改踢
三後衛陣式，阿記季尾表現明顯有
起色，令阿歷斯山齊士和奧斯爾兩
大攻擊手更加生猛，當中「山
神」貢獻5入球1助攻，「大眼

仔 」
亦有
3 助
攻 和

1個「士
哥」進賬。
車路士提早

兩輪封王，重
奪失落一季的英

超冠軍，最後兩場都輪換上大批副
選，包括將別車仔的隊長泰利，結
果以6連勝收季，主將亦獲充分休
息。今季分別20次及16度破網的鋒
將迪亞高哥斯達跟夏薩特雙雙回
勇，以及去夏簽入的中場「掃蕩
王」簡迪，都是干地接掌車仔兵符
首季即奪得英超錦標之主要功臣。
今仗兵源方面，車仔可強陣應

戰。「阿記」卻後防不整，哥斯尼
停賽、包列斯達受傷及梅斯達菲上
陣成疑，只餘梅迪薩卡一員中堅大
將領軍，夥拍賀丁跟蒙利爾鎮守後
防，然而後兩人季尾表現不錯，相
信可憑活力和對今季唯一錦標的飢
餓感搭救。雲加賽前強調：「我們
已處於不得不自強起來的位置！」

阿記望創足總盃奪魁紀錄
兵工廠則12次捧足總盃，最近兩

次是2013/14及2014/15球季，是役
戰勝7屆盟主車仔即可獨霸在是項老
牌盃賽最多稱王次數紀錄。車仔則
力爭2014/15球季英超和聯賽盃
後又一個本國雙冠頭銜，今季將
343三後衛陣式用得出神入化的
干地說：「要完成這棒極的一
季，我們必須贏下足總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車路士預計陣容
門將：高圖爾斯

後衛：艾斯派古達、大衛雷斯、加利卡希爾

中場：域陀摩西斯、簡迪、尼曼查馬迪、

馬高斯阿朗素

前鋒：柏度洛迪古斯、迪亞高哥斯達、

夏薩特

阿仙奴預計陣容
門將：施治

後衛：賀丁、梅迪薩卡、蒙利爾

中場：基比斯、格列沙加、

艾朗藍斯、阿歷士張伯倫

攻中：阿歷斯山齊士、奧斯爾

前鋒：韋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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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逃稅上訴早前被駁回維持可緩
刑了事的21個月監禁，他在足球場上
的宿敵C．朗拿度日前也被指涉漏稅
800萬歐元之嫌，有可能被罰款。不
過，昨天最新消息指，西班牙財政部一
分報告顯示，這位皇家馬德里神鋒於
2011至2013年間的漏稅涉額可能高達

1500萬歐元（約1.3億港元），若罪成
有可能面臨高達5年監禁期。然而財政
部亦提到，C朗可通過補交稅款及補齊
海外資產的申報等方法來減輕處罰。

葡足公佈洲際盃名單
C朗心情似乎沒受影響，昨還上載了

和女友佐珍娜洛迪古絲的恩愛照，有指
女方肚子微微隆起，惹來有身孕猜測。
另C朗和前鋒拍檔拿尼、後衛比比跟中
場摩天奴等去夏歐國盃冠軍功臣及摩納
哥中場新星貝拿度施華，都入選了葡萄
牙國足昨公佈備戰今夏洲際國家盃的大
軍名單，但中場連拿度辛捷士和歐國盃
決賽入球功臣艾達盧比斯則缺態落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今個英超球季「四大皆空」的曼城昨
宣佈不與基捷基治、沙格拿、捷西斯拿
華斯和卡巴尼路4位已年過
三十歲的冠軍功臣續約，4
人今夏可自由身離隊。
2011年加盟以來隨隊兩
奪英超錦標和兩捧聯賽盃
的法國左閘基捷基治，為
球隊上陣203次入3球，
今夏正式離隊。另一法國
閘位國腳沙格拿3年前從

阿仙奴投効曼城以來，贏得一次聯賽
盃，跟他同期「入城」的阿根廷門將

卡巴尼路，今季在一號門將哥
迪奧巴禾冇態時正選把關表現
穩定，全季上陣27次。至於西
班牙翼鋒捷西斯拿華斯効力曼
城4年，也有1個英超冠軍及兩
個聯賽盃錦標，共上陣178次
貢獻8入球38個助攻，但自哥
迪奧拿去夏掌帥後上陣機會大
減。 ■綜合外電

過去一個多球季以來在曼
聯隊內影響力和重要性已大
大降低的隊長朗尼，暗示即
使要離隊也不可能効力英超
第三支球隊。2004年從母
會愛華頓轉投紅魔的朗尼，
隨後成為球會以及英格蘭國
足的主力及隊長。朗尼說：
「現在我接到很多邀請，有
英格蘭也有外國球會，我必
須作出決定，留隊還是去能
踢上更多比賽的地方。我只
為兩支英格蘭球隊効力過，
這將是我唯一會効力的兩家
英超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法網抽籤 拿度祖高域有望4強碰頭
法國網球公開賽昨晚抽籤，9屆冠軍拿

度和2號種子衛冕的祖高域守男單下半
區，有望4強碰頭；上半區由「一哥」梅
利和華連卡鎮守。女單，德國「一姐」卻
芭和衛冕的穆古露莎守在還有禾絲妮雅琪
跟大威的上半區，下半區由普莉絲高娃及
夏莉普鎮守。

決掌阿國足 森保利辭西維爾帥位
西維爾昨晚宣

佈，執教了這家西
甲球會一個賽季的
2015年智利美洲盃
冠軍教頭、57歲阿
根廷人森保利提前

解約，會接掌阿根廷國足兵符，據悉阿足
為他賠償西維爾115萬至150萬歐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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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理漏稅可判監
C朗晒幸福

曼城清洗四員冠軍老將

昨天NBA季後賽東岸決
賽，當家球星勒邦占士榮登
季後賽史上得分王，協助騎
士作客以135：102大勝波
士頓塞爾特人，場數贏4：
1晉級總決賽，連續第三季
與金州勇士爭總冠軍。
賽前只需28分就創紀錄
的勒邦占士，靠第三節投進
一記三分球，讓32歲的他
生涯季後賽得到5989分，
超越米高佐敦的5987分，
成為季後賽歷史得分王，是
役貢獻了全場最高的 35
分。米高佐敦1990年代率
芝加哥公牛六奪NBA總冠
軍，打了179場季後賽；尋
求第 4 座 NBA 總冠軍的
「大帝」，則在第212場季
後賽創下紀錄。
騎士上屆總決賽後上反

勝，勇士今年以季後賽12
全勝之勢求復仇。頭場勇士
主場，當地時間6月1日開
戰。 ■中央社

短訊

連續兩年領軍贏得西甲及西班牙盃雙料冠軍，
安歷基今夏卸任巴塞羅那主帥前這賽季的唯一錦
標希望，將落在明晨西班牙盃決賽對陣艾拉維斯
之上。（本港時間周日3：30a.m.開賽）
巴塞季尾西甲7連勝緊追皇馬，最終以3分之

差只能屈居亞軍。今場冠軍戰，主力前鋒之一的
蘇亞雷斯和中場沙治羅拔圖都要停賽，還有後衛
馬菲奧與中場拉芬拿艾簡達拿繼續倦勤。在西盃
保持了28次冠軍紀錄的巴塞，今仗靠美斯和尼
馬兩大箭頭「數糊」。巴塞後衛碧基說：「他
（安基歷）是隊史上最佳主帥之一，最佳告別方
式是以冠軍作歡送。」
艾拉維斯季尾取得3勝1和以第9名收季，今

季首循環縱爆冷贏過巴塞2：1，惟已於次循環
被對手大數六蛋報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德盃決賽 多仔強攻鬥「法」
多蒙特劍指2011/12德國盃以來的首個主要

錦標，明晨德盃決賽撲擊法蘭克福誓必發動狂
攻。（無綫my TV Super周日2：00a.m.直播，
翡翠台2：30a.m.緊接直播）
「多仔」季尾4勝2和終確保了第3名的下屆

歐聯參賽資格，除了患病長期休戰的馬里奧葛斯
及上陣成疑的舒賀爾尼兩名德國中前場國腳外，
包括今季德甲神射手奧巴美揚及翼鋒馬高列奧斯
都可候命。對方法蘭克福在沒護級壓力下季尾明
顯留力因而輸了幾場，最後排第11名。今季兩
軍對陣主場各贏一次，入球至少達3個或以上，
是役有本錢鬥踢進攻波。另德甲尾3禾夫斯堡昨
凌晨德國聯賽附加賽首回合憑馬里奧高美斯射入

爭議12碼，主場小勝德乙第3的布倫瑞克1：
0，護級佔先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勒邦占士勒邦占士((右右))上籃上籃。。路透社路透社

■■基捷基治告別曼基捷基治告別曼
城球迷城球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歷基安歷基((右右))離任前最後一次跟離任前最後一次跟
美斯合作搶盃美斯合作搶盃。。 美聯社美聯社

■■夏薩特能傳擅射夏薩特能傳擅射，，領銜車路士領銜車路士
衝擊今季第二個冠軍衝擊今季第二個冠軍。。 美聯社美聯社

■■雲加雲加((左左))與阿歷斯山齊士無論是去是留與阿歷斯山齊士無論是去是留，，
都會希望在這場冠軍戰取得勝利都會希望在這場冠軍戰取得勝利。。 法新社法新社

■■朗尼或返愛華頓朗尼或返愛華頓？？法新社法新社

■■奧斯爾要為奧斯爾要為
阿仙奴今季唯阿仙奴今季唯
一錦標希望拚盡一錦標希望拚盡
全力全力。。法新社法新社

■■CC朗女友的肚微微隆起朗女友的肚微微隆起，，令人懷令人懷
疑她是否有身孕疑她是否有身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奧巴美揚奧巴美揚((上上))和馬高列奧斯和馬高列奧斯
是多蒙特兩大攻擊手是多蒙特兩大攻擊手。。 美聯社美聯社

大
帝
登
季
後
賽
得
分
王

騎
士
總
決
賽
三
戰
勇
士

■■森保利森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