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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咖哩仔」
破紀錄合約留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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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際國家盃是給世界盃東道主作為前一年
的預熱，俄羅斯聖彼德堡明晨冠軍戰，

兩支球隊都從未贏過此賽事冠軍，當中德足
前兩次參賽只拿過一次季軍，而智利本屆洲
際盃更是首度亮相。狀態上，德足即使派出
二線人腳出擊依然強勢，分組賽及4強共取
得3勝1和，加上之前大國腳賽績已保持各項
賽事連續14場不敗。智利小組也是2勝1
和，4強射贏12碼將葡萄牙淘汰出局。

日耳曼戰車兩將領跑射手榜
德足多位新星都有耀眼的表現，包括同以

3個入球領跑賽事射手榜的史浩克04中場哥
列斯卡和RB萊比錫前鋒迪姆華拿，主帥路

維亦高興表示這次試陣收穫甚
豐。相信這位世界盃冠軍教頭將
續用上仗大炒墨西哥4：1的陣
容，以八度救險的門將達史特根
夥馬菲亞斯真達、魯迪格和甘美
治合組防線，中前場由大賽經驗
相對豐富的隊長達斯拿跟祖拿斯
赫達領導。路維賽前很有信心
說：「毫無疑問，我們將全力爭
取冠軍。」

智利剛激鬥葡萄牙120分鐘
智利2015年美洲盃國際大賽首

度封王，去年百周年美洲盃連續
第二年射贏12碼擊敗阿根廷成功
衛冕。主帥比斯徵召了這批「黃金一代」主
力參戰洲際盃，其中阿仙奴神鋒阿歷斯山齊
士和拜仁慕尼黑中場維達爾今屆賽事各入1
粒。門將哥迪奧巴禾4強一洗上季在曼城的
頹風，互射12碼連撲三球幫智利殺入決賽，
信心大增。比斯鼓勵麾下說：「繼前兩次入
決賽即封王後望能再次捧盃。」
洲際盃歷來南美隊曾五度奪冠，歐洲代表

三次封王。對賽往績上，德國2014年友賽小
勝智利1：0，早前分組賽則踢成1：1。智利
唯一擔心是球隊剛激戰了120分鐘，對於主
力球員年齡多為二十尾三十頭的智利，體力
負擔不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賽前大熱葡萄牙日前4
強互射12碼飲恨不敵智
利，隊長C．朗拿度獲批
准今晚季軍戰對墨西哥免
役（LeSports HK 今晚
8：00p.m.直播），前線
料由新秀米基爾施華夥拍
拿尼。墨軍續由前鋒查維
亞靴南迪斯、中場赫達靴
里拉等主力領銜。兩隊分
組賽踢成2：2，今仗葡
軍沒C朗實力料打折扣。
本屆洲際盃決賽及季軍

戰，港球迷可免費透過樂
視收看直播，已登記樂視
體育會員、超級影視會員
及樂視註冊會員均可欣賞
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四年一度的洲際國家盃明晨將在俄羅斯聖彼德堡決出冠軍誰屬。

智利以「黃金一代」強陣出擊，二線兵應戰的德國隊表現亦毫不失

禮。這兩支從未捧過洲際盃的勁旅兩周前於分組賽未分高下，今場

決賽再決雌雄，「日耳曼戰車」可望藉體力於剛激戰120分鐘的南

美王者身上佔得甜頭。（LeSports HK周一2：00a.m.直播）

德國預計陣容德國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達史特根達史特根
後衛後衛：：甘美治甘美治、、

馬菲亞斯真達馬菲亞斯真達、、
魯迪格魯迪格

中場中場：：軒歷治斯軒歷治斯、、哥列斯卡哥列斯卡、、
施巴斯坦魯迪施巴斯坦魯迪、、
祖拿斯赫達祖拿斯赫達

前鋒前鋒：：史甸度史甸度、、迪姆華拿迪姆華拿、、
達斯拿達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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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預計陣容智利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哥迪奧巴禾哥迪奧巴禾
後衛後衛：：伊斯拿伊斯拿、、加利美度加利美度、、

干沙路查拉干沙路查拉、、包爾斯亞包爾斯亞
中場中場：：柏保路靴南迪斯柏保路靴南迪斯、、

戴亞斯戴亞斯、、艾蘭古斯艾蘭古斯、、
維達爾維達爾

前鋒前鋒：：伊度亞度華加斯伊度亞度華加斯、、
阿歷斯山齊士阿歷斯山齊士

2017 年 U21 歐
國盃昨日在波蘭古
都克拉科夫落幕，
歐洲兩大青訓強權
爭冠，德國靠効力
哈化柏林的米素爾
韋沙在40分鐘禁
區內頭槌大弧度吊
射破門險勝西班牙
1：0，繼 2009 年
再次捧盃。
西班牙雖飲恨

得亞軍，但仍是個
人獎項大贏家，馬德里體育會中
場沙奧尼古斯以5個入球拿下本
屆金靴，貝迪斯20歲翼鋒丹尼施
巴路斯則拿下大會最佳球員。
歐洲足壇原本在成年級別以外

最高年齡等級是23歲以下錦標
賽，但在23歲被定為奧運年齡

後，每兩年一屆U21歐青盃成為
歐洲國家盃外最重要青年比賽。
意大利5度奪冠是最高紀錄，西
班牙4屆次之，德國繼2009年後
再度奪冠，次數追平英格蘭、荷
蘭、前蘇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NBA總冠軍勇士
為留住球星史提芬居
里，甘願砸鉅額鈔票
留人。昨天傳出勇士
將開出一紙5年 2.1
億美元的天價合約留
人，而且「咖哩仔」
已同意合約，只是詳
細內容尚未曝光。昨
日首度爆出此事的是
美國知名體育媒體
ESPN記者史坦，他
先在社交平台上爆料。
29歲的「咖哩仔」生涯8年球

季都在勇士効力，具優異的外線
能力，也能組織球隊進攻，不僅
曾在 2015、 2016 年拿下年度
MVP，近3季還率隊兩度奪冠，
是本季奪冠重要功臣之一。如果
他真的簽下這筆合約，將成為
NBA史上第一位簽下2億美元合

約的球員，也是第一位平均年薪
突破4000萬美元的球員。
另外，溜馬已同意將當家球

星、全明星球員保羅佐治交易至
雷霆，雷霆則送出後衛奧拉迪波
和立陶宛大個子薩博尼斯。同時
據美媒報道，快艇球星格里芬將
與球會續約5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德新秀歐青盃封王

伊斯特本賽比莉絲高娃封后
英國伊斯特本網球賽，爭取今季
第二冠的塞爾維亞球手祖高域打入
男單決賽，這位前「一哥」4強鬥俄
羅斯新星梅德韋迪夫直落贏兩盤6:4
晉級，與法國的蒙菲斯爭冠軍。昨
晚女單決賽丹麥的禾絲妮雅琪以0：
2負於捷克的比莉絲高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伊巴謙莫域霸氣告別曼聯
伊巴謙莫域昨日網上霸氣告別

曼聯：「我來過，我說過，我征
服。」伊巴去年夏天加盟英超簽
約曼聯1年，攻入28球並奉獻8次
助攻，助球隊稱霸聯賽盃、歐霸
及社區盾。在歐霸對安德列治，
伊巴爭頂時膝蓋扭傷，賽季報
銷。此前英超公佈各隊解約球

員，伊巴在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巴塞曼聯昔日名將獻技籌款
巴塞羅那昨日舉行足球慈善賽，

賽後獲選賽事最佳球員的朗拿甸奴
與李華度領銜巴塞傳奇隊1：3負於
有約基、朴智星在陣的曼聯傳奇隊。

■綜合外電

短訊

結束愛情長跑 美斯做老襯

西甲巴塞羅那
昨日在官網宣佈
由英超愛華頓重
簽昔日青訓產品
迪路菲奧。巴塞
啟動將迪路菲奧

售予愛華頓合約中的回購條款，據
悉動用了1200萬英鎊重簽這位23
歲前鋒回巢，迪路菲奧將効力巴塞
至2019年6月。愛華頓2015年簽
入迪路菲奧，但今年1月遭「拖肥
糖」棄用，結果以外借形式加盟意

甲AC米蘭，他上季於意甲披甲17
場射入4球。
另外AC米蘭官方昨日宣佈，

已從新特蘭簽下意大利前鋒波
連尼。據媒體此前報道，波連
尼將以先租後買的方式加盟，
總價達到600萬歐元，意大利前
鋒也成為AC米蘭今夏第五簽。
波連尼上季為新特蘭24次聯賽
上陣攻入2球，球隊最終不幸降
班英冠，波連尼只能另謀出
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巴塞回購迪路菲奧

■一對新人錫嘴嘴。 法新社 ■美斯舊隊友沙維(左二)、法比加斯(右三)
和佩奧爾(右一)到場觀禮。 法新社

足球金童美斯昨日在家鄉阿根
廷羅薩里奧一家酒店舉行婚禮，
迎娶交往多年的青梅竹馬女友安
東妮娜，結束21年「愛情長跑」
走向婚姻殿堂。眾多球星齊聚一
堂，歡慶這場「世紀婚禮」。
《CNN》報道，美斯童年時
在玩伴斯卡利亞家中就注意到
斯卡利亞的表妹安東妮娜，到
2009年兩人正式以情侶身份公
開亮相。30歲的美斯昨日迎娶
美麗的新娘，婚禮上美斯和安
東妮娜熱吻，還晒出紅色的結
婚證，在親友見證和祝福下，
美斯結婚了。回顧兩人愛情長
跑，沒有緋聞、沒有分手、甚
至連不和的傳言都未曾見過。
組成四口之家，兩人完成婚
禮，迎來人生中又一重要的里
程碑。

「世紀婚禮」群星拱照
美斯的婚禮邀請260名賓客，
也有超過150名記者申請採訪，

是一場世紀婚禮。據知，為了
讓美斯的婚禮盡可能在拍攝下
更美輪美奐，主辦單位聘請了
約300名保安維持秩序。在婚禮
進行中，包括美斯所屬巴塞羅
那的進攻搭檔尼馬及蘇亞雷斯
等多位球星出席這場「世紀婚
禮」。千呼萬喚始出來，當美
斯和安東妮娜走出來的時候，
婚禮正式開始。美斯身穿的是
黑色禮服，安東妮娜一身白色
婚紗亮相。在眾人見證下，美
斯熱吻安東妮娜，為熱鬧的婚
禮揭開序幕。
20多年過去，美斯與安東妮

娜終於情定終身，在美斯出
生、長大、生活的地區舉行婚
宴。美斯前教練杜明古斯表
示，美斯不選擇在歐洲成婚並
不令人意外，畢竟他最終選擇
在家鄉羅薩里奧結婚，讓他在
巴塞的隊友和其他客人遠道前
來看看他成長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美斯手牽安
東妮娜步出婚禮
會場。 法新社

■朗拿甸奴有獎拿。法新社

■勇士冠軍功臣史提芬居里。 法新社

■葡萄牙前鋒米基爾施華(左)將再同墨西哥中
場古亞達度碰頭。 美聯社

阿歷斯山齊士誓要帶領智利創造歷史。法新社

■智利大將伊斯拿(右)跟祖拿斯赫達鬥搶邊
路。 法新社

■德國U21由麥斯美艾洛特帶頭高舉獎盃。
法新社

季軍戰

■■德國中場哥列斯德國中場哥列斯
卡今屆賽事已三度卡今屆賽事已三度
破網破網。。 法新社法新社

■■阿歷斯山齊阿歷斯山齊
士誓要帶領智士誓要帶領智
利創造歷史利創造歷史。。

法新社法新社

■■迪路菲奧迪路菲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