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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去年歐國盃縱
只得亞軍，然而

舊人加上如前線的基利安麥巴比與湯
馬士林馬等一班新星湧現，令球隊實
力有增無減。主帥迪甘斯前線有基沙
文、拿卡錫迪、基奧特；中場有車路
士英超冠軍功臣簡迪、馬度迪及効力
曼聯的保羅普巴；防線有華拉尼與哥斯
尼，完全不用為排陣發愁。
法軍在世盃外亦以4勝1和高踞A組榜

首，領先排名第2的瑞典3分。瑞典在伊巴
謙莫域退隊後更顯青黃不接，現隊中較為人
熟悉的是新特蘭中場施巴斯坦拿臣、漢堡中
場艾卡度，而德甲亞軍新貴RB萊比錫的25
歲中場科斯貝治是球隊近年潛質較為優厚的
新力量。當然，他們今屆世盃外主場挾着2
勝1和戰績，法軍未必會太冒進。

史奈達可望破紀錄慶生
同組荷蘭現只排第4出線告急，艾禾卡特
回掌兵符後首戰督師面對盧森堡，誓要大勝
一場重振信心。中場大將史奈達將打破雲達
沙保持的「橙軍」上陣紀錄來賀自己生日，
「在生日創造紀錄，只得一次機會，」現於
土超搵食的史奈達說。上屆歐國盃冠軍葡萄
牙目前在小組落後瑞士3分排第2，是役有
隊長C．朗拿度、後衛比比歸隊操練，相
信可在弱旅拉脫維亞身上全取3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福布斯》昨日公佈2017年最賺錢運
動員排行榜，足球巨星C朗繼上年後再次
成為全球收入最多的運動員。西甲皇家馬
德里球星C朗以9300萬（美元，下同）
的總收入連續第二年蟬聯冠軍。排第2的
是NBA球星勒邦占士，年收入達8620
萬，西甲巴塞羅那球星美斯以8000萬名
列第3。全球收入最高的100位運動員去
年的總收入達31.1億，較2015年的31.5
億略有下降。

傳美斯續約毀約金4億歐元
另外，曠日持久的「美斯續約傳聞」又

有新進展。據西班牙塞爾電台披露，美斯
即將在新合同上簽字已是公開秘密，最大
變化在於，這份新合同中的毀約金從此前
的2.5億歐元飆升至4億歐元，而美斯將
會續約到2021年，還有優先續約1年的條
款，年薪也將漲到稅後3000萬歐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穩中求勝

明晨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

良將輩出的法國與青黃不接的

瑞典爆發A組榜首戰（有線61

台及高清201台周六2：45a.

m.直播），「高盧雄雞」有3

分優勢，作客未必會採取急攻

策略。同組，第三度執教荷蘭

的老帥艾禾卡特回朝救火第一

擊主場強攻魚腩隊盧森堡（本

港 時 間 周 六 2： 45a.m. 開

賽）。B組，力追榜首的葡萄

牙作客拉脫維亞（有線64台

及高清203台周六2：45a.m.

直播）。

C朗蟬聯
體壇吸金王

NBA季後賽總決賽前2場均慘敗的
騎士，昨日第3戰於主場打出強悍球
風，勒邦占士與艾榮聯手攻下77分，
但騎士在比賽最後3分鐘竟然完全熄
火，讓勇士打出11:0高潮，最終勇士
以118:113逆轉拿下第3勝，距離總
冠軍只有一步之遙。
經過前2戰慘敗，騎士打出不同球

風，在勒邦占士與艾榮不斷搶分下，
不僅緊咬勇士，還在第3節將戰局反
超且決勝節剩下3分鐘還有113:107
的優勢，沒想到此後戰況大變，勇士
4投3中包括4罰，而騎士卻7投全
失，至此勇士以11:0高潮收尾完成逆
轉。

杜蘭特入關鍵7分成功臣
杜蘭特攻下

勇士最高31分
外加 8 個籃板
及 4 次助攻，
其中14分產自
第 4 節，而勇

士最後11:0高潮中，他包
辦7分，更是球隊贏波最
大功臣。史堤芬居里有26
分、13 個籃板及 6 次助
攻，18投11中包括三分球
11投6中的基利湯遜則交
出今年季後賽最佳的 30
分。
騎士身為衛冕軍卻陷入

0:3困境，艾榮賽後無奈地

說，相比去年的勇士，今年他們更加
出色，「下一戰一定會是場艱難的比
賽，我們只能更加專注，用超越任何
時候的專注來面對，才有可能拿
下。」
根據歷史，從沒有球隊能在季後賽

0:3落後下逆轉勝出。至於以季後賽
15連勝續寫NBA紀錄的勇士，將有
機會成為史上第1支季後賽16戰全勝
封王的球隊。第4戰將於明日在克里
夫蘭舉行（LeSports HK應用程式周
六9：0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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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迪積克與英超利物浦
之間的轉會傳聞正式告一
段落。利物浦官網昨日發
佈消息表示不再對修咸頓
後衛雲迪積克有意，且對
「聖徒」表達了歉意。
「利記」官網上寫道：

「利物浦想要公開為最近
關於和修咸頓之間球員轉
會的媒體傳聞表達我們的

歉意。對於任何有關雲迪
積克的誤解，我們向修咸
頓的老闆、董事層和球迷
們道歉。我們尊重修咸頓
的處境，並且可以確認我
們已終結對這名球員的任
何興趣。」
荷蘭中堅雲迪積克在

2015 年由蘇超些路迪以
1300萬英鎊轉投修咸頓，

表現出色吸引曼城、車路
士及利物浦等球會垂青，
據報身價已升至5000萬英
鎊。近日有傳這個25歲中
堅與利物浦主帥高洛普聯
絡後決定轉投「紅軍」，
但「聖徒」會方向英超賽
會投訴對方未經同意便非
法接觸己隊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棄購「聖徒」後衛 利記道歉
華迪傷退「三獅」大軍名單
英足總官網昨日宣佈李斯特城前鋒占美華迪因傷退出了英格蘭

國家隊今次的大軍名單。華迪是在「三獅軍」基地訓練時受傷
的，不過主帥修夫基並不打算在即將到來的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
前再徵召後備球員，這位前鋒還會錯過之後在巴黎同法國的友誼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摩納哥續約冠軍教頭查甸
葡萄牙籍主帥查甸昨日與法甲冠軍摩納

哥續約至2020年，這讓近期外界稱其接
近中超聯賽球隊北京國安帥位的傳言不攻
自破。另外，意甲拉素昨日與主帥施蒙尼
恩沙基續約3年，這名前意大利國腳將會
執教「藍鷹」到2020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英國網球名
將、世界一哥
梅利昨日在法
網男單8強與
錦織圭激鬥 4
盤後勝出，4
強對手是2015
年冠軍華連卡
（now 670 台
今日 6:00p.m.
直播），不過
他賽後對球證
拉莫斯的執法
尺 度 感 到 不
悅。

早在第1盤梅利就已被拉莫
斯警告發球違規，之後還在第
2盤第3局時裁定罰分，梅利困
惑之餘上前申訴但徒勞無功。
儘管如此，梅利最終還是以2:
6、6:1、7:6、6:1戰勝錦織圭，
連續4年殺進法網4強。
梅利賽後針對拉莫斯的問題

表示：「對我來說這感覺就像
是個奇怪的決定，我沒見過有

人在發球沒拋好球的情況下被
警告發球違規。我不知道那會
造成怎樣的影響，但當下確實
也是比賽的重要時刻，因為錦
織圭一開始打得比我好，而此
後是我打得比他還好。」另一
場，男單3號種子華連卡以6:
3、6:3、6:1 橫掃 7 號種子施
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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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邦占士(中)未能幫助騎士取得最
後勝利。 路透社

■梅利勇闖法網4強。 美聯社

■■修咸頓後衛雲迪積克受列強關注修咸頓後衛雲迪積克受列強關注。。法新社法新社

■■基沙文基沙文（（左左））領銜法領銜法
國隊攻擊國隊攻擊，，誓要撕破瑞誓要撕破瑞
典的防線典的防線。。 法新社法新社

■■杜蘭特杜蘭特((右右))成為致勝關鍵成為致勝關鍵。。路透社路透社

■摩納哥教頭查甸

■■拿尼繼續是葡軍拿尼繼續是葡軍
鋒線重要一員鋒線重要一員。。

法新社法新社

■■CC朗投入葡萄朗投入葡萄
牙的操練牙的操練。。

法新社法新社

■■回歸荷蘭
帥位的艾禾
卡特出席賽
前記招。

法新社

■■莫拉達今場友賽助西班牙追和莫拉達今場友賽助西班牙追和。。
路透社路透社

■■巴西中場費蘭甸巴西中場費蘭甸
奴奴((右右))要協助盯防要協助盯防
美斯美斯。。 路透社路透社

阿根廷與巴西今晚將在澳洲墨爾本對撼，
這場國際足球友賽是森保利繼任阿根廷新教
頭後第一戰，據報將擺出新攻擊組合和戰術。
（本港時間今晚6：05p.m.開賽）
阿足世界盃出線未穩遂換主帥。外媒

指，今次鋒線棄選了阿古路的森保利，會
試用美斯、保羅戴巴拿、希古恩和迪馬利
亞這個新組合攻堅，中後場仍是碧基亞、
奧達文迪等擔正。森保利強調會以巴塞羅
那的戰術來運用美斯，不會再讓美斯單打
獨鬥，「我們會以跟美斯集體作戰的戰術
去激發出最好的美斯。」
巴西安排了巴塞前鋒尼馬、皇馬左閘馬些
路與中場卡斯米路休息，然而前中後三線仍

有加比爾捷西斯、菲臘比古天奴與大衛雷斯
這些英超球星，且挾9連勝及已提前出線世
盃之勢，相信亦不會讓阿足踢得輕鬆。

干地叫迪哥搵定後路
另昨凌晨友賽，意大利憑對方烏龍球、

艾達馬田斯建功及迪羅斯射入12碼，於
法國尼斯贏烏拉圭3：0。莫拉達完場前3
分鐘入波，助西班牙主場逼和一度反先的
哥倫比亞2：2。 西班牙前鋒迪亞高哥斯
達賽後透露，車路士領隊干地已向他明言
來季他將不在其計劃中，「所以我需轉
會，」迪哥坦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