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酒駕被捕獲釋 活士稱藥物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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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亞冠盃 浦和紅鑽 濟州聯 今晚6：30p.m. FSP
亞冠盃 江蘇蘇寧 上海上港 今晚8：00p.m. FSP/n672
美職 哥倫布機員 西雅圖海灣者 周四7：30a.m. T303
美職 紐約城 新英倫革命 周四7：30a.m. T302
註：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n為now台、T為無綫台。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在拜仁慕尼黑出道効
力16年間隨隊八奪德
甲冠軍及於2013年捧
起歐聯大耳盃，並於今
月掛靴的傳奇隊長拿
姆 ， 日 前 成 為 了 自
2008年來首位進入拜
仁名人堂的球員，坦言
這是「莫大的光榮」。

法新社

入名人堂入名人堂

昨天法國網球公開賽第3日賽
事，女單第1圈，世界排名109
的中國台北選手謝淑薇在首盤輸
1：6下，連追兩盤7：6(7/2)及
6：4，爆冷淘汰世界排名第8的
英國名將干達。第二盤決勝局，
謝淑薇先失兩分後連下7分逆
轉。第三盤，謝淑薇第5局破發
成功，不料自己下一局的發球局
也遭破發，結果到第7局再破對
手發球局，鎖定勝利。
昨晚男單首圈，迪樸祖順利擊

敗阿根廷同鄉佩拿晉級，進入第

2圈的還有 3號種子瑞士的華
連卡。至於較早上演的女單賽
事，中國金花彭帥以3：6及1：
6不敵羅馬尼亞球手姬絲蒂亞，
無緣次圈。 ■■綜合外電

干達法網爆冷不敵謝淑薇

■■謝淑薇謝淑薇((左左))爆冷擊爆冷擊
敗干達敗干達。。 路透社路透社

■■布倫瑞克球迷衝落球場宣洩不滿布倫瑞克球迷衝落球場宣洩不滿。。法新社法新社

巴塞羅那主席巴度美昨確認巴塞羅那主席巴度美昨確認，，由由
前畢爾包教頭華維迪接替安歷基成前畢爾包教頭華維迪接替安歷基成
為這支西甲班霸的新帥為這支西甲班霸的新帥。。
巴度美表示巴度美表示：「：「球隊新教練將是球隊新教練將是

華維迪華維迪，，他將帶來一名助教和一名他將帶來一名助教和一名
體能師體能師。」。」華維迪將與巴塞簽約兩華維迪將與巴塞簽約兩
年年，，並可在此基礎上選擇續約並可在此基礎上選擇續約 11
年年。。他將於他將於66月月11日作為巴塞新帥正日作為巴塞新帥正
式亮相式亮相。。
巴度美強調巴度美強調，，巴塞尋找的是一名巴塞尋找的是一名

與球隊理念相符並注重青訓的教與球隊理念相符並注重青訓的教
練練。。在肯定華維迪具有執教巴塞所在肯定華維迪具有執教巴塞所
需的能力和經驗的同時需的能力和經驗的同時，，還指出還指出：：
「「華維迪的風格和工作方式與巴塞華維迪的風格和工作方式與巴塞
的哲學相符的哲學相符，，他非常喜歡在訓練中他非常喜歡在訓練中

應用新科技應用新科技。」。」
巴度美還談到離任的安歷基巴度美還談到離任的安歷基：：
「「他在他在33年裡帶來年裡帶來99個冠軍個冠軍，，為球隊為球隊
作出了傑出貢獻作出了傑出貢獻，，巴塞的大門永遠巴塞的大門永遠
為他敞開為他敞開。」。」
今年今年5353歲的華維迪球員時代曾為歲的華維迪球員時代曾為

巴塞効力兩個賽季巴塞効力兩個賽季。。作為主帥作為主帥，，他他
曾執教過包括畢爾包曾執教過包括畢爾包、、愛斯賓奴愛斯賓奴、、
華倫西亞在內的多家西甲球會華倫西亞在內的多家西甲球會，，並並
曾於曾於20152015年率領畢爾包力壓巴塞捧年率領畢爾包力壓巴塞捧
起西班牙超級盃冠軍起西班牙超級盃冠軍。。

隊長告別隊長告別 羅馬主帥亦辭職羅馬主帥亦辭職
每逢夏季足壇便有人去每逢夏季足壇便有人去，，有人有人

來來，，意甲羅馬繼日前隊長托迪離隊意甲羅馬繼日前隊長托迪離隊

後後，，成功率隊取得第成功率隊取得第22名躋身歐聯名躋身歐聯
分組賽的主帥史巴利堤亦宣佈辭分組賽的主帥史巴利堤亦宣佈辭
職職，，有傳他有望轉教國際米蘭有傳他有望轉教國際米蘭。。5858
歲的史巴利堤於歲的史巴利堤於20052005至至20092009年執教年執教
羅馬時曾兩捧意大利盃冠軍羅馬時曾兩捧意大利盃冠軍，，離隊離隊
後至今冬回巢後至今冬回巢，，結果成功率隊克服結果成功率隊克服
當時的逆境當時的逆境。。 ■■新華社新華社、、綜合外電綜合外電

哈特斯菲爾德這次衝英超成功頗為神
奇，之前幾個賽季他們在英冠中只

是在第16至19名之間徘徊，而本賽季排
名第5的他們入球數比失球數還少兩個。
在這次衝超附加賽中，他們在4強中也只

是以互射12碼淘汰了錫周三，而在今場決
賽的120分鐘與雷丁互交白卷的情況下，
哈隊又一次通過互射12碼取得勝利。

互射12碼中，哈隊原本處於不利局
面，米高希菲利主射第3

輪被雷丁門將艾哈
比斯撲出，但

第4輪他
們 將
比 分
扳平，

雷丁的李安
摩亞主射炒高，

而哈隊的阿倫穆爾則
命中。第5輪，雷丁佐
敦奧比達的射門被從利
物浦租借的門將丹尼禾
特撲出，而哈隊的基斯
杜化舒捷拿則頂住壓力

一腳命中，幫助球隊衝超成功。

利物浦外借門將當英雄
哈特斯菲爾德之前一次亮相英格蘭頂級

聯賽還是在1972年，當時還沒有英超這個
概念。這次首升英超，今年45歲的哈隊功
勳主帥大衛華拿說：「輿論開季前都不太
看好我們，但整個賽季我一直相信己隊可
成就更多，」與現任利物浦領隊高洛普曾
在多蒙特時合作過擔任預備組主帥的德國
人續說：「這就是個難以置信的故事，一
個神話。」
今季英冠第1名紐卡素及第2名白禮頓

已直接升上英超，餘下第3至6名進行了
淘汰制的附加賽，結果由第5的哈隊成功
突圍趕上衝超尾車。據英媒報道，這個英
超席位，單是電視轉播等等的收益，保守
估計便可為哈軍帶來1.7億英鎊（約17億
港元）的可觀進賬。 ■新華社、綜合外電

巴塞落實華維迪接兵符巴塞落實華維迪接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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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冠哈特斯菲爾德以神奇

黑馬的姿態歷史性升上英超

足球聯賽！昨凌晨升超附加

賽的決賽中，經過互射12

碼大戰，哈軍最終以4：3

擊敗雷丁，取得本賽季最後

一個升班資格，相隔45年

再次殺返英格蘭頂級足球聯

賽，亦是自英超1992年成

立以來的第一次。據英媒報

道，單是這個英超席位，保

守估計便可為哈軍帶來1.7

億英鎊（約17億港元）的

鉅額收益，進賬甚豐。

傳同高層不和 杜曹辭多蒙特帥位
德甲球會多蒙特昨晚宣佈，杜曹辭去球隊主教

練職務。會方對他為球隊帶來的成功表示感謝，
但沒說明離職原因。盛傳上月歐聯賽前隊巴受
爆炸事件波及，杜曹不滿行政總監華斯基沒跟
他和球員商量便擅自作出翌日補賽的決定，因
而鬧不和。杜曹2015年從高洛普手中接過兵
符，上季多蒙特聯賽排第2，今季德甲排第3可續
戰歐聯，更一掃德盃三連亞烏氣重奪冠軍。

狼堡成功留德甲
另外，德甲尾三禾夫斯堡昨凌晨升降班附加

賽次回合，作客再贏乙組第3布倫瑞克1：0，
總比數贏2：0保住下季德甲位。「狼堡」主帥
鍾卡說：「我理解球員與球迷都鬆了一口氣，
但這只達最低要求，看不到有東西值得慶
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史巴利堤再度卸下羅
馬帥印。 路透社

■■老虎活士近年老虎活士近年
真正比賽時間並真正比賽時間並
不多不多。。 法新社法新社

■■雷丁中場李安雷丁中場李安
摩亞十分失望摩亞十分失望。。

路透社路透社

■■哈軍前鋒卡真哈軍前鋒卡真
加揚言加揚言：「：「我們我們
升班升班！」！」 路透社路透社

■■哈軍門將丹尼禾特和主帥大衛華拿牽頭捧起獎盃哈軍門將丹尼禾特和主帥大衛華拿牽頭捧起獎盃，，慶祝升上英超慶祝升上英超。。法新社法新社

■■丹尼禾特救出佐敦奧比達的丹尼禾特救出佐敦奧比達的1212碼碼。。 路透社路透社

■■梅沙基奧梅沙基奧

■■華維迪重回巴塞華維迪重回巴塞
掌兵符掌兵符。。 法新社法新社

阿記眾星划龍舟賀端午
日前贏得英國足

總盃冠軍的阿仙奴
日前在官方微博向
中國球迷祝賀端午
節，寫道「除了吃
糉子，當然還要划
龍舟。」而在宣傳

片中，包括奧斯爾和「山神」阿歷斯山齊士在內等一
班球星，配以電腦動畫，球員出盡全力划龍舟，山神
還負責打鼓。球迷可到阿記官方facebook看片。

A米首簽阿根廷守將轉踢意甲
AC米蘭鎖定下屆歐霸資格
後，昨晚宣佈了今夏首簽，從
西甲維拉利爾引進了26歲阿
根廷國腳中堅梅沙基奧，轉會
費據悉約為1800萬歐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短訊

41歲的美國高爾夫球明星活士當地時間
29日凌晨在位於佛羅里達朱比特地區的自
家附近因涉嫌酒後駕駛被當地警方拘捕，
但很快就被釋放。據外媒報道，活士的車
當時在路上搖擺不已，隨後被警車截停，
卻拒絕接受酒精測試。「我明白我當時所
做的事情的嚴重性，我為此要負全部責
任，但當時我並沒有飲酒，只是因為不可
預料的處方藥的作用而已，我沒想到混着
吃藥會有那麼大的反應。」活士說：「我
想對我的家人、朋友和球迷真心道歉，我

也想看到一個更好的自己。」
事件對有心在高球場上重振佳績的活士

是個打擊，繼2008年後他就未拿過任何
大賽冠軍，自2013年以來他就因傷困擾
而在賽場上沒有穩定的表現，背部還做了
兩次手術。2017年決心重返職業賽場的他
卻在奧古斯塔大師賽主動退出。他在2009
年因為一場車禍而暴露出他在婚姻上的一
系列不忠行為，並因而破壞了自己的婚
姻。2010年他由於受到多名女性的揭發而
再次成為媒體焦點。 ■新華社

■■活士被捕時的樣活士被捕時的樣
子子。。 法新社法新社

■■山神打龍舟鼓山神打龍舟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杜曹辭去多蒙杜曹辭去多蒙
特帥位特帥位。。 法新社法新社

英國權威媒體
英國廣播公司
（BBC）昨晚報
道，阿仙奴主帥
雲加即將續約兩
年，最快會於本港時間今晚宣佈。剛結
束的賽季，「兵工廠」贏得足總盃冠
軍，但連續19年聯賽得前四名踢歐聯的
紀錄斷纜，下季只能踢歐霸，令部分球
迷要求在位21年的雲加下台之聲音更
大，原本估計法國老帥有機會退位讓
賢。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BBC：雲加續約兩年

■■雲加雲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