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西哥上仗兩番落後，最終先後藉王牌箭
頭查維亞靴南迪斯（小豆）及靴達摩蘭奴各
建一功逼和歐洲國家盃王者葡萄牙2：2，戰
意高昂。今晚洲際國家盃A組次輪撲擊新西
蘭，相信可以順利全取3分。（LeSports
HK應用程式周四2：00a.m.直播）
今場比賽將在位於俄羅斯索契的菲什特

奧林匹克球場上演，効力列斯聯的應屆英冠
神射手基斯活特上仗未能為新西蘭破蛋，是
役面對人腳更強的墨西哥，要收穫隊史上首
場洲際國家盃勝仗就更加困難。墨足主帥奧
蘇里奧甚至有可能稍稍輪換兩至三名主將休
息，留力末戰硬碰俄羅斯時搏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強攻新西蘭 墨西哥勢取3分

望葡足 開齋
硬撼東道主
C朗急需收拾心情重展佳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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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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際盃 俄羅斯 葡萄牙 今晚11：00p.m. Le
洲際盃 墨西哥# 新西蘭 周四2：00a.m. Le
西乙附 特內里費 基達菲 周四3：00a.m. n632
阿甲 奧林普 小保加 周四6：45a.m. T303
美職 科羅拉多急流 洛杉磯銀河 周四9：00a.m. T303
註：Le為LeSports HK應用程式、n為now TV、
T為無綫網絡電視。#中立場。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葡萄牙首戰未能全取 3

分，今晚洲際國家盃足球賽

A組次輪面對上仗旗開得勝

的東道主俄羅斯，C‧朗拿

度必須收拾心情重新打起最

佳狀態，幫助葡萄牙打開勝

利之門，萬一落敗則恐有小組出局之虞。

（LeSports HK應用程式今晚11：00p.m.直播）

俄羅斯預計陣容
門將： 艾堅菲夫
後衛： 施莫尼哥夫、迪治基亞、

華辛、古迪亞舒夫、
施哥夫

中場： 高路雲、古沙哥夫、
耶洛堅

前鋒： 普路斯、斯莫洛夫

葡萄牙預計陣容
門將： 魯爾柏迪斯奧
後衛： 施美度、般奴艾維斯、

荷西方迪、拉菲爾古里路
中場： 安祖高美斯、摩天奴、

威廉卡維奴
前鋒： 謝臣馬田斯、

米基爾施華、C‧朗拿度

葡萄牙日前A組首輪面對中北美洲
冠軍墨西哥，於兩度領先下最終

被對手逼和2：2，各得1分。C朗該仗
雖貢獻了一次助攻，但整體狀態明顯不
及數周前他助皇家馬德里捧起歐聯獎盃
之時，心情或多或少受到他近期涉嫌逃
稅一案及轉會流言所影響。
今晚兩支歐洲球隊於莫斯科斯巴達克
球場交鋒，外媒報道葡足主帥費蘭度山
度士可能會對陣容作出調整，後起之秀
米基爾施華和士砵亭22歲翼鋒謝臣馬田斯兩員上仗後備入
替的年輕球員，跟英冠錫周三翼衛施美度都將正選披甲。期
待第一次為大國腳上陣的施美度揚言：「我們全神貫注為下
仗（對俄羅斯）準備就緒，我亦無需向人證明什麼。」

艾堅菲夫迎百場里程碑
以明年世盃主辦國身份參賽的俄足發揮東道主威力，上

仗以2：0輕取本屆賽事世界排名最低的新西蘭，隊內
首席前鋒、効力俄超卡斯洛達的斯莫洛夫攻入一粒，
至於門神艾堅菲夫今晚則期待第100次為國把關。
由於俄羅斯已有3分，葡足今晚硬撼東道主萬
一輸波，而另一場墨西哥又全取3分，要殺返
小組前兩名避免出局就會更加困難，現時是
需要C朗能及時回復勇態。

球王轉會？皇馬主席：無人出價
「球王」C朗轉會一事鬧得沸沸揚揚，甚至
有報道說他已要求經理人文迪斯無論如何都要
把他轉會到舊會曼聯。皇馬主席佩雷斯昨
天對此首次發聲：「沒有任何人給我們發
過對基斯坦奴（C朗）或其他球員的報
價。朗拿度比我們這裡所有人都要強
大和重要很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昨日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洲際
國家盃足球賽，派出新丁參戰的
德國在B組以3：2擊敗澳洲。德
國主帥路維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
表示，德國雖然上半場踢得很
好、打出了攻勢足球，但年輕球
員的穩定性還不夠，而下場的對
手智利是世界上最強的球隊之
一，也是本屆盃賽的奪冠熱門。
德國隊陣中只有兩名球員是

2014年世界盃冠軍成員。開賽5
分鐘，史甸度為德國先開紀錄，
澳洲其後由湯洛積扳平，但德國
隊長達斯拿臨完上半場前射入十
二碼，協助德國領先2：1。換邊
後3分鐘，哥列斯卡射入，德國

將比數擴大至3：1。湯米祖歷8
分鐘後建功為澳洲追成2：3。
路維賽後說：「我們在上半場

踢得非常好，對手沒有什麼像樣
的機會，而我們本能攻入好幾個
球。一小時後情況有所改變，年
輕隊員們在發揮上還缺乏穩定
性。但你仍能感受到這支年輕球
隊的努力，他們渴望勝利，他們
有勇氣踢攻勢足球。」
談及下場對手智利，路維說：
「不僅在本屆盃賽，智利在其他
場合也是世界最強球隊之一。他
們的戰術先進而富於變化，能夠
在三後衛和四後衛之間切換，他
們的隊員有很豐富的經驗和出色

的個人能力，場上隊員不停地換
位也讓人難以防範。」路維表
示，他還得仔細研究智利的戰術
和特點，做好應對之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德國險勝澳洲 路維：新丁未夠穩定

西班牙球員逃稅調查一石激起千層
浪，繼美斯被判刑及C．朗拿度遭起
訴後，最新輪到現任英超曼聯領隊摩
連奴惹上官非。
西班牙檢察機關昨入稟控告摩連

奴，涉嫌於2011至12年執教皇家馬德
里時，曾通過海外成立的公司隱瞞申
報自己肖像權的收入，逃避了330萬
歐元（約2872萬港元）的稅款。假如
西班牙法院受理案件，「摩佬」便有
可能要出庭應訊。昨天消息指C朗就
要為案件於7月31日上庭。
今年內西班牙足壇中，已先後有美

斯跟他的父親因逃稅被判刑21個月，
以及C．朗拿度被控涉嫌逃稅1470萬
歐元。據了解，雖然大部分情況都可
藉補交稅款及主動申報海外收入而免
去牢獄之災，但惹上官非始終難免會
影響心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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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歲美國高球名將活士早前
因在酒醉或藥物影響下駕駛罪
嫌遭警方逮捕，不過後來的酒
測顯示他並沒有攝取酒精的跡
象。活士將於8月9日因為上述
指控接受提訊。活士狼狽進行
清醒測試的警方錄影畫面曝光
後，最先發表的說法是他正在
尋求協助來對抗用藥問題。活

士昨日在社交平台貼文寫道：
「我正在接受專業協助，來處
理我的用藥問題和對付背痛及
睡眠障礙。我想感謝大家對我
的傾力支持和體諒，特別是巡
迴賽的粉絲和球員。」活士的
經紀人史坦柏格亦稱，活士正
在接受住院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活士用藥有問題 正受專業協助

據外媒昨日報道，為幫助勇
士留住奪冠主力球員，今年拿
下總決賽MVP的杜蘭特下季願
意降薪400萬美元。杜蘭特和勇
士還剩 1 年 2773 萬美元的合
約，他會提前跳出合約成為自
由球員，杜蘭特新合約以他的
10年NBA年資，頂薪可達到年
薪3500萬美元。為幫助勇士去
續簽伊古達拉等自由球員， 杜
蘭特將不會和勇士以頂薪續
約，而會簽一份1+1的合約，年

薪為3100萬美元，等於自願降
薪400萬美元。

76人交易得狀元籤
另外，塞爾特人和76人昨日

宣佈雙方已達成選秀權互換交
易，「綠衫軍」將今年的狀元
籤送給76人，後者則將今年的
第三順位選秀權送給對方，同
時還送出一個未來受保護的首
輪選秀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杜蘭特願減薪 助勇士留奪冠班底

■■CC朗朗((右右))同米基爾施華今仗能否同米基爾施華今仗能否
幫助葡萄牙敲響勝鼓幫助葡萄牙敲響勝鼓？？ 法新社法新社

■■史甸度(左)和哥列斯卡(右)齊齊
收穫首個國家隊「士哥」。 法新社

■■活士需要服用藥物治療。 美聯社

■杜蘭特當選今屆NBA總決賽最有
價值球員。 路透社

■■摩連奴成為涉嫌逃稅的摩連奴成為涉嫌逃稅的
又一位足壇名人又一位足壇名人。。法新社法新社

■■俄羅斯前鋒斯莫洛俄羅斯前鋒斯莫洛
夫備戰鬥葡萄牙夫備戰鬥葡萄牙。。

美聯社美聯社

■■查維亞靴南迪斯領銜查維亞靴南迪斯領銜
墨西哥鋒線墨西哥鋒線。。 法新社法新社■■艾堅菲夫迎接第艾堅菲夫迎接第100100

場國際賽場國際賽。。 路透社路透社

■■哥列斯卡哥列斯卡((左左))射成射成33：：11。。法新社法新社

復現身紅魔照 朗尼提早開操
早前英超曼聯官方社交平台封

面相忽然把朗尼刪走，外界認為
這是後者脫「魔」先兆，但昨日
「紅魔」把朗尼回復到封面相
中，似暗示朗尼不會離開奧脫福
球場。《天空體育》昨日又指，
朗尼已結束假期，並開始了季前
訓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F1初版賽程 法德兩站回歸
國際汽車聯會最高權力機構世界汽車運動理事會昨日在瑞

士日內瓦舉行會議，公佈了2018賽季世界一級方程式賽車
錦標賽(F1)初版賽程。2018賽季將有21站賽事，法國及德國
兩站大獎賽將重返F1「版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老馬反擊丹尼爾批評
巴西守將丹尼爾早前批評阿根廷足球名宿馬拉當拿無法與

現役當紅球王美斯媲美，對此「老馬」昨日開腔反駁，「丹
尼爾是個怪胎，他每3至4次碰球的同時會製造8次或更多犯
規，而且總是走到不適當的位置。」他又表示，在美斯和C
朗間他更欣賞阿根廷同胞美斯，但也承認葡萄牙隊長是不可
思議的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拉美拿4個月後復出
英國《鏡報》昨日報道，英超熱
刺中場拉美拿自去年10月起因臀部
傷患提早收咧，據悉他將於4個月
後復出。另一名傷兵丹尼路斯亦在
5月接受膝蓋手術，預料8月中歸
隊，將錯過英超開季頭幾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短訊

■■朗尼不輕言棄朗尼不輕言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拉美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