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邦路斯求去 A米長約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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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家歐洲傳媒都報道稱家歐洲傳媒都報道稱，，熱刺方面接受了熱刺方面接受了
曼城就羅致基爾獲加的曼城就羅致基爾獲加的50005000萬英鎊報萬英鎊報

價價。。昨天昨天，，獲加到曼城接受體測獲加到曼城接受體測，，並簽約並簽約55
年年。。基爾獲加的基爾獲加的50005000萬英鎊轉會費萬英鎊轉會費，，讓他成讓他成
為歷史上最貴的閘位為歷史上最貴的閘位（（邊後衛邊後衛））球員球員，，亦平亦平
了巴西中堅大衛雷斯於了巴西中堅大衛雷斯於20142014年從車路士轉投年從車路士轉投
巴黎聖日耳門所創的後防球員轉會費紀錄巴黎聖日耳門所創的後防球員轉會費紀錄。。
今年今年2727歲的右閘大將基爾獲加在後場補位歲的右閘大將基爾獲加在後場補位

和利用速度打側擊方面都做得十分出色和利用速度打側擊方面都做得十分出色，，攻攻
守兼備守兼備。。他在他在20092009年離開母會錫菲聯加盟熱年離開母會錫菲聯加盟熱
刺後曾被幾度外借刺後曾被幾度外借，，20112011年開始獲得重用年開始獲得重用，，
同年首度入選英格蘭大國腳同年首度入選英格蘭大國腳，，如今已穩佔了如今已穩佔了
必然正選位置必然正選位置，，是熱刺近年為是熱刺近年為「「三獅軍三獅軍」」提提
供的新血其中一位重點球員供的新血其中一位重點球員。。他在英超聯賽他在英超聯賽

踢了踢了183183場攻入場攻入44球球，，大賽經驗豐富大賽經驗豐富。。

班捷文文迪料緊隨入班捷文文迪料緊隨入「「城城」」
曼城今夏簽入中場貝拿度施華和門將艾達曼城今夏簽入中場貝拿度施華和門將艾達

臣已分別動用了臣已分別動用了 42504250 萬英鎊及萬英鎊及 34003400 萬英萬英
鎊鎊，，而據報領隊哥迪奧拿的下個目標是左閘而據報領隊哥迪奧拿的下個目標是左閘
球員球員、、上賽季閃耀歐聯賽場的摩納哥法國國上賽季閃耀歐聯賽場的摩納哥法國國
家隊新晉國腳班捷文文迪家隊新晉國腳班捷文文迪。。摩納哥要價摩納哥要價50005000
萬英鎊萬英鎊，，曼城之前報價是曼城之前報價是40004000萬英鎊萬英鎊，，最終最終
轉會費相信會在兩數之間轉會費相信會在兩數之間。。哥帥為的是要增哥帥為的是要增
強球隊邊路活力強球隊邊路活力，，一洗上賽季一洗上賽季「「四大皆空四大皆空」」
之頹風之頹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梁志達

哥迪奧拿上季引進哥迪奧巴
禾並將之前的一號門將祖赫特
外借拖連奴，巴禾之後一個球
季在英超卻「有球必應」淪為
笑柄，但赫特在意甲亦犯過不
只一次的低級失誤。英國《倫
敦標準晚報》報道，祖赫特始
終難以重返曼城奪回一席之
地，並會以外借方式加盟韋斯
咸，不同的是這位英格蘭國家
隊首席門將這次可以留在英
國，對他是較為理想的去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溫布頓網球公開賽女單溫布頓網球公開賽女單44
強戰強戰，，美國老將維納斯威廉美國老將維納斯威廉
絲直落兩盤擊敗干達晉級決絲直落兩盤擊敗干達晉級決
賽賽，，今晚跟西班牙的梅古露今晚跟西班牙的梅古露
莎爭奪后冠莎爭奪后冠。。重回巔峰重回巔峰
的的「「大威大威」」將衝擊歷將衝擊歷
史史，，力爭成為公開賽力爭成為公開賽
時代最年長的大滿時代最年長的大滿
貫女單冠軍貫女單冠軍。。

（（nownow670670台今晚台今晚88：：3030p.m.p.m.
直播直播））
大威昨日大威昨日44強以強以66::44和和66::22

擊敗英國選手干達擊敗英國選手干達，，時隔時隔88
年重回溫網巔峰對決年重回溫網巔峰對決。。決賽決賽
中如果能戰勝梅古露莎中如果能戰勝梅古露莎，，
19801980年年66月月1717日出生的大威日出生的大威
將成為公開賽時代最年長的將成為公開賽時代最年長的
大滿貫女單冠軍大滿貫女單冠軍。。大威曾在大威曾在

溫網溫網 55 次登頂次登頂。。20082008
年年，，她不失一盤強她不失一盤強
勢衛冕勢衛冕，，但隨後因但隨後因
患上免疫系統疾病患上免疫系統疾病
導致狀態下滑導致狀態下滑，，一一
度使她難以繼續網度使她難以繼續網
球生涯球生涯。。

克服傷病重回巔峰克服傷病重回巔峰
咬緊牙關殺了回來咬緊牙關殺了回來，，大威大威

今年再次打出職業生涯的巔今年再次打出職業生涯的巔

峰表現峰表現。。年初澳網年初澳網，，她一路她一路
過關闖進決賽過關闖進決賽，，結果輸給了結果輸給了
妹妹妹妹「「細威細威」」獲得亞軍獲得亞軍。。
「「我確實經歷了許多我確實經歷了許多，，曾登曾登
上巔峰也曾徘徊低谷上巔峰也曾徘徊低谷，，遭遇遭遇
過病魔也經歷過傷痛過病魔也經歷過傷痛。」。」大大
威說威說，「，「無論如何無論如何，，我都盡我都盡
力抬起頭向前進力抬起頭向前進。」。」
梅古露莎曾在梅古露莎曾在20152015年闖入年闖入
溫網決賽溫網決賽，，輸給了細威輸給了細威。。歷歷
來四次對賽三挫梅古露莎來四次對賽三挫梅古露莎，，
大威賽前表示自己的狀態與大威賽前表示自己的狀態與
十年前奪冠時並無太大差十年前奪冠時並無太大差
別別。「。「經驗是把雙刃劍經驗是把雙刃劍，，但但
我認為自己能利用好它我認為自己能利用好它。。我我
對今年的成績和狀態都很滿對今年的成績和狀態都很滿
意意，，也來到自己想到達的地也來到自己想到達的地
方方。。現在距冠軍只一步之現在距冠軍只一步之
遙遙，，這也是之前我期待這也是之前我期待
的的。」。」 ■■新華社新華社

西甲雙雄昨日齊簽新秀，巴塞羅那以據報
3000萬歐元（約2.67億港元）的轉會費從葡
超賓菲加羅致得葡萄牙右閘尼爾遜施美度；皇
家馬德里則從貝迪斯引進了本國中場丹尼施巴
路斯，轉會費據報為1650萬歐元。
巴塞今夏回購了翼鋒迪路菲奧，而今次新

援尼爾遜施美度，上賽季為賓菲加擔正，各項
賽事上陣47次貢獻了兩入球及12次助攻，隨
隊成就葡萄牙本國聯賽、盃賽「三冠王」。這
位23歲右閘獲徵召入今夏洲際國家盃的葡萄
牙大軍。
皇馬購入後衛菲奧靴南迪斯後續簽小將，

年僅20歲的施巴路斯上賽季為貝迪斯上陣30
次交出了兩傳兩射，在剛結束的U21歐洲青
年國家盃，這位西班牙小國腳獲選為賽事最佳
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曾於2002至 2014年効力
曼聯的英格蘭傳奇後衛李奧
費迪南，昨日透過社交網平
台發報了訃告，他的媽媽因
為不敵癌魔而與世長辭，終
年58歲。李奧的太太2015
年亦因為乳癌離世，兩年痛
失兩親人。 ■綜合外電

非洲時間13日在坦桑尼亞進行的
一場足球熱身賽中，英格蘭球星朗
尼回歸愛華頓之後首次上陣便轟入

「世界波」，並被一位在比賽中闖
入球場的球迷擁抱。最終，來自英
超的愛華頓以2：1戰勝肯尼亞球隊
戈爾馬希亞。
結束13年的曼聯生涯後，今年31

歲的朗尼以完美方式宣告了他的回
歸。第35分鐘，他在禁區外以一記
距離龍門30碼的世界波幫助愛華頓
領先。而在開賽不久，一位球迷穿
着曼聯球衣闖入球場，衝到朗尼跟
前給他一個擁抱。朗尼賽後受訪時
表示：「我非常開心能夠再次為愛
華頓取得入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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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今夏放曼城今夏放

走了薩巴列達走了薩巴列達

和基捷基治兩員邊後衛和基捷基治兩員邊後衛，，為改造全新的為改造全新的

最強雙閘增加邊路攻防活力最強雙閘增加邊路攻防活力，，這支英超這支英超

豪門也不惜工本豪門也不惜工本，，先出動創邊路後衛身先出動創邊路後衛身

價紀錄的價紀錄的50005000萬英鎊萬英鎊（（約約55億港元億港元））轉轉

會費羅致英格蘭當打國腳基爾獲加會費羅致英格蘭當打國腳基爾獲加。。這這

位從位從熱刺加盟的猛將昨日到了曼城熱刺加盟的猛將昨日到了曼城，，通通

過體測並簽約過體測並簽約 55 年年，，成為曼城新成為曼城新「「22

號仔號仔」」。。右閘補強完成右閘補強完成，「，「藍月兵團藍月兵團」」

領隊哥迪奧拿下個目標是上季身價急升領隊哥迪奧拿下個目標是上季身價急升

的摩納哥法國左閘班捷文文迪的摩納哥法國左閘班捷文文迪，，估計轉估計轉

會費不會低於會費不會低於40004000萬英鎊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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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網決戰梅古露莎 大威劍指歷史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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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尼回巢首演即入世界波

李奧費迪南喪母
癌魔兩年奪兩親人

基沙文新髮型夠「搶鏡」
西甲馬德里體育會的法國前鋒基沙文近

日換上新髮型，兩面金色頭髮不長不短，
戴起頭箍現出中間黑色部分，好看與否則
見仁見智。

沙拿簽證搞掂訪港有望落場
利物浦新援「埃及美斯」穆罕默德沙拿的英國工作簽證已辦
妥，符合上陣資格，球隊下周英超挑戰盃訪港，他料有望落場。

歐聯外圍賽抽籤尼斯撼阿積士
昨晚歐聯足球賽第三圈外圍賽抽籤，焦點戰是有巴洛迪利在陣

的法甲尼斯硬撼荷甲阿積士。

德國國足換官方贊助商
德國國足昨宣佈，大眾汽車Volkswagen將作為2019至2024年
的官方贊助商，取代之前合作了45年的平治汽車，據傳每年贊
助費達2500萬至3000萬歐元。

賓達孖兄弟
齊踢利華古遜
德國中後場名將施雲賓達昨從多

蒙特轉會另一支德甲勁旅利華古
遜，轉會費1500萬歐元，將與孖生
哥哥拿斯賓達在利華並肩作戰。

短訊

綜合歐洲媒體轉會消息，
在中資入主後今夏積極招兵
買馬的AC米蘭已跟邦路斯
談妥加盟條件，很可能趕上
7月15日啟程的中國之行。
邦路斯多年來是祖雲達斯固
若金湯防線中的重要一員，
且不時在死球中有入球。不
過有消息指，邦路斯在協助
「祖記」完成意甲六連霸後
決定離開，是因為不滿薪酬

跟自己表現不相稱，且會方
無意給這位30歲意大利國腳
開出長約，因此他寧背負罵
名也希望轉投A米闖一闖，
據悉A米是以一紙4至5年
長約以及隊長臂章來打動
他，而轉會身價則達到4000
萬歐元。

本田圭佑轉戰墨超
另外，英超衛冕冠軍車路

士羅致摩納哥23歲法國中
場泰莫爾巴卡約高接近完
成，轉會費最終料達4000
萬英鎊。昨天兩位日本球星
一去一留，在AC米蘭無球
可踢的本田圭佑落實轉戰墨
西哥超聯的帕丘卡；另一員
日本國腳中場香川真司則跟
德甲多蒙特續約到 2020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梁志達

■■朗尼(左)遠距離射入一記精彩
「士哥」。 路透社

■■本田圭佑告別本田圭佑告別AA米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邦路斯防守出色兼偶邦路斯防守出色兼偶
有入波有入波。。 路透社路透社

■■哥迪奧拿目標是哥迪奧拿目標是
要增加邊路攻防的要增加邊路攻防的
活力活力。。 法新社法新社 ■■基爾獲加已是英基爾獲加已是英

格蘭國家隊右閘位格蘭國家隊右閘位
置的必然正選置的必然正選。。

路透社路透社

■■祖赫特始終難以搶回曼祖赫特始終難以搶回曼
城一席之地城一席之地。。 路透社路透社

■■班捷文文迪相信將是哥帥班捷文文迪相信將是哥帥
的下個羅致目標的下個羅致目標。。 法新社法新社

■■維納斯威廉絲再維納斯威廉絲再
晉一級晉一級。。 新華社新華社

■■梅古露莎期望首座溫梅古露莎期望首座溫
網冠軍獎盃網冠軍獎盃。。 新華社新華社

■■施巴路斯施巴路斯

■■尼爾遜施美度尼爾遜施美度

■李奧費迪南(右)與媽媽感情
十分要好。 網上圖片

■■拿斯拿斯((右右))和施雲和施雲((左左))賓達賓達

■■基沙文的新髮型基沙文的新髮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