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雲保定再戰德甲
中場名將奇雲保定日前據報
因為家庭原因而跟西甲拉斯彭
馬斯解約，昨天落實重回德甲
賽場，簽約法蘭克福。這位30
歲加納前國腳之前踢過哈化柏
林、多蒙特與史浩克04等德甲
球隊，加盟拉斯彭馬斯之前曾
効力AC米蘭。

摩納哥創連勝紀錄
西甲足球聯賽昨凌晨開戰，
在首輪提前進行的兩場比賽
中，華倫西亞和雷加利斯各自
主場同以1：0分別小勝拉斯彭
馬斯及艾拉維斯，另華倫昨從
阿仙奴簽入巴西後衛包列斯

達。法甲第3輪，摩納哥作客憑
法卡奧建功力克梅斯1：0，創
下跨賽季聯賽15連捷的法甲紀
錄。

朗尼嫂宣佈懷第四胎
重投愛華頓的英格蘭球星朗

尼，他的太太科琳通過社交網
宣佈自己再有身孕的喜訊。他
們現育有三名兒子，大仔今年7
歲。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兩大新援雙雙頭槌建功，
利雲度夫斯基（利雲）又將
視像助判（VAR）判罰的12
碼射入網，上賽季以15分優
勢創下德甲五連冠偉業的拜
仁慕尼黑，昨凌晨以3：1的
勝利擊退到訪的利華古遜，
為新球季德甲足球聯賽揭開
大幕。
拜仁此役有不少主力球星

缺陣，包括隊長門將紐亞、
後衛謝路美保定和新加盟的
占士洛迪古斯。德甲新賽季
試用VAR系統，今仗52分
鐘，利雲禁區內被拉跌，球
證通過VAR提醒決定判12
碼，波蘭中鋒親自射成3：
0。兩位中後場新援歷卡斯蘇
尼和杜利素上半場亦先後頭
槌破網，收穫加盟拜仁後首

個入球。「對我而言這是特
別的一天，這是我代表新球
會的第一場比賽，而且我攻
入了第一球，太棒了，」蘇
尼賽後說。 ■新華社

熱刺不甘熱刺不甘士士弱弱
熱刺上屆英超獲得亞軍，於英

超以高於北倫敦死敵阿仙奴
的排名收季還是22年來首次，而
新球季亦開好頭作客輕取紐卡素
2：0。對上四季在白鹿徑主場迎擊
車仔取得2勝2和的熱刺，由於舊
場完成歷史使命，而新主場的興
建工程又在進行中，今晚將會是
熱刺首次在溫布萊出戰英超聯
賽。上屆歐戰他們已開始借用此
場地迎敵，結果只得1勝1和3負
劣績，接連於歐聯及歐霸盃行人
止步。

去季劣績不影響普帥信心
熱刺領隊普捷天奴認為，不擔

心溫布萊魔咒會對球員造成心理
陰影，「如果我們在這場地贏不
到，不是因為溫布萊的問題，而
是我們本身出問題，那裡是最激
動人心的綠茵賽場。」他們昨天

終於迎來今季首位新兵（見另
文），至於基爾獲加離隊及捷比
亞受傷下去仗由新人彼德斯頂上
右閘位置，結果表現不錯並無怯
場，相信此子最擔心的是車仔神
翼夏薩特能否趕上於今晚傷癒復
披戰衣。
車仔上周主場以2：3爆冷不敵

般尼，前鋒新兵莫拉達曾入波燃
起反攻鬥志，總算做齣好戲。然
而藍軍最大問題是今夏留不住中
場攻防樞紐尼曼查馬迪，是役更
有另一員中場中路大將法比加斯
以及中堅加利卡希爾停賽，陣容
不整，相信新簽的防守中場泰莫
爾巴卡約高或會提前於此戰復
出。領隊干地賽前明言，球員不
能找兵源不足作藉口，「如車路
士這樣的大球會，一定會為這種
情況作好部署，不會找藉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車路士展開衛冕英超征程出師不利車路士展開衛冕英超征程出師不利，，上周爆冷不敵般尼上周爆冷不敵般尼，，哀兵進入第哀兵進入第22輪比賽即要硬碰倫輪比賽即要硬碰倫

敦同市勁敵熱刺敦同市勁敵熱刺。。由於新主場興建工程進行中由於新主場興建工程進行中，，今晚將是熱刺在英格蘭超級聯賽首次移師溫今晚將是熱刺在英格蘭超級聯賽首次移師溫

布萊佈陣布萊佈陣。。上季他們已借用這座英國足球聖殿來出戰歐洲賽上季他們已借用這座英國足球聖殿來出戰歐洲賽，，豈料失利頻頻豈料失利頻頻。。面對陣容不整面對陣容不整

的的「「藍軍藍軍」」來犯來犯，，熱刺當然不甘示弱熱刺當然不甘示弱，，冀至少也能有分落袋冀至少也能有分落袋，，為之後的為之後的「「主場主場」」賽程打起信賽程打起信

心心。（。（LeSports HKLeSports HK應用程式應用程式、、nownow621621台今晚台今晚1111：：0000p.m.p.m.直播直播））

英超亞軍終買人 破隊史價簽中堅
今夏轉會市場一直遲遲未見有動作的熱刺昨天終
於出手，球隊官方宣佈，從阿積士成功簽入了後防
新秀達雲臣山齊士，雙方簽訂六年長約。根據英國
廣播公司引述消息指，熱刺出動到4200萬英鎊
（約4.3億港元）的破隊史紀錄轉會費才成功買入

這位21歲哥倫比亞中堅。山齊士身高1米87，阿
積士去年才以380萬英鎊的低廉轉會費將他收歸旗
下，憑藉他上季上陣32場攻入6球、協助該荷甲勁
旅殺到歐霸決賽的出色表現，身價一年間暴升十多
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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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刺預計陣容
門將：洛里斯
後衛：彼德斯、艾達韋列特、維頓漢、賓戴維斯
中場：艾歷迪亞、穆沙迪比利
攻中：穆沙施素高、迪利阿里、基斯甸艾歷臣
前鋒：哈利卡尼

■■達雲臣山齊士年達雲臣山齊士年
僅僅2121歲歲。。 路透社路透社

■■哈利卡尼仍然哈利卡尼仍然
是熱刺的鋒線旗是熱刺的鋒線旗
手手。。 法新社法新社

■■莫拉達上仗一度莫拉達上仗一度
為車路士重燃翻盤為車路士重燃翻盤
希望希望。。 路透社路透社

新球季霸氣重現的曼聯繼續踢出澎湃「魔
性」。上季鋒無力的紅魔昨晚再以4：0大勝
史雲斯，連續兩場聯賽豪派四蛋，還是傳奇領
隊費格遜退休4年來的第一次。
上周英超足球聯賽首輪，紅魔中場保羅普

巴、前鋒拉舒福特與射手新貴盧卡古都有「士
哥」，4：0亦是領隊摩連奴去年接掌曼聯以
來的聯賽最大勝仗。「寸王」昨天第2輪派出
相同正選陣容作客史雲斯，上半場控制大局，
完半場前終打開缺口，戴利白蘭特開角球，保
羅普巴迎頂被門將擋到後中楣彈出，科特迪瓦

中堅艾歷拜利窩利射入他去年加盟以來首個入
球。
紅魔下半場更放膽進攻，但一直得勢未再

得分。戰至80分鐘，米希達利恩前場截擊得
手，馬迪爾帶球突破，米希達利恩得球後斜傳
無人看管的盧卡古門前10碼單刀射入，兩場
聯賽三度破網。兩分鐘後米希達利恩再策動反
擊，保羅普巴小禁區右角挑射中鵠。再過兩分
鐘，今次由保羅普巴打反擊，後備入替的馬迪
爾接應傳送射入錦上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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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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職 神戶勝利船 橫濱水手 今晚5：30p.m. C61/C201
荷甲 精英隊 飛燕諾 今晚6：30p.m. FSP/n672
英超 哈特斯菲爾德 紐卡素 今晚8：30p.m. Le/n621
荷甲 阿積士 格羅寧根 今晚8：30p.m. FSP/n672
法甲 里爾 卡昂 今晚9：00p.m. T302
德甲 弗賴堡 法蘭克福 今晚9：30p.m. FSP/n670
荷甲 NAC 燕豪芬 今晚10：45p.m. FSP/n672
英超 熱刺 車路士 今晚11：00p.m. Le/n621
法甲 馬賽 昂熱 今晚11：00p.m. T303
意甲 阿特蘭大 羅馬 今晚11：59p.m. T302
德甲 慕遜加柏 科隆 今晚11：59p.m. FSP/n670
西甲 畢爾包 基達菲 周一0：15a.m. n632
葡超 波圖 摩里倫斯 周一1：00a.m. C155
西甲 巴塞羅那 貝迪斯 周一2：15a.m. n632
意甲 國際米蘭 費倫天拿 周一2：45a.m. T302
法甲 巴黎聖日耳門 圖盧茲 周一3：00a.m. T303
西甲 拉科魯尼亞 皇家馬德里 周一4：15a.m. n632
美職 紐約城 新英倫革命 周一6：00a.m. T303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Le為LeSports HK應
用程式、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西甲雙雄新球季開鑼前夕，士
氣已成兩極之勢，巴塞羅那遭皇
家馬德里雙殺，上季已成就歐聯
衛冕創舉和稱霸聯賽的皇馬，季
前再添一座西班牙超級盃。巴塞
今夏留不住尼馬，蘇亞雷斯又養
傷四周，季初只得美斯撐起鋒
線。皇馬卻有阿辛斯奧和艾斯高
這些曾經的二線兵大爆發，令
「白衫軍團」備受看好。今周西
班牙甲組足球聯賽首輪，巴塞遇
到的對手不強，仍可望主場報
捷；皇馬遇上「格食格」的拉科
魯尼亞更有力帶走3分。
皇馬今夏簽入後防新人菲奧靴

南迪斯季前已亮相，而基本仍會
沿用上季冠軍主力人腳。C．朗拿
度停賽5場，但上仗其首場波監

下，皇馬仍憑年輕翼鋒阿辛斯奧
建功及賓施馬入波兩回合計雙殺
巴塞，在勇挫曼聯奪得歐洲超級
盃後再捧西超盃迎開季。皇馬明
晨作客對拉科（now632台周一
4：15a.m.直播），拉科近五次主
場迎戰白衫軍，結果全敗，而且
他們今仗中場多將缺陣，令到上
季排倒數第 5 的拉科更難「偷
雞」。

巴塞穿「無名」球衣悼恐襲
巴塞今夏有尼馬轉戰法甲，蘇

亞雷斯又因傷要到9月中才復出，
鋒線暫只得美斯撐大樑，季前回
巢的迪路菲奧負責支援。球隊新
簽的還有右閘施美度和巴西中場
大將荷西保連奴，以此人腳今仗

料仍可擊退連續敗走魯營多年的
貝迪斯（now632台周一2：15a.
m.直播）。另外，為悼念巴塞羅
那和坎布里爾斯恐襲中的遇難者，
巴塞全隊將在今仗穿上沒有印製球
員姓名的特別版球衣，以示哀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西甲雙雄未齊腳 開季誓照擒弱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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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前鋒賓施馬上仗攻破巴塞大門。
路透社

■■杜利素慶祝杜利素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在中資入主後AC米蘭今夏一
改過往幾年「慳家」作風，瘋狂
增兵求重振威名。國際米蘭同有
中資大股東，惟暫時在轉會市場
未及「紅黑軍」矚目。意甲足球
聯賽第一擊，國米主場即遇上季
第8名費倫天拿之挑戰（無綫網
絡電視302台周一2：45a.m.直
播）；A米則作客強攻上季勉強
留班的克羅托內（本港時間周一
2：45a.m.開賽）。
兩鋒線新援波連尼與葡萄牙新

星米基爾施華，日前歐霸盃大炒
舒肯迪捷的附加賽已齊開齋，而
從祖雲達斯過檔的鐵衛邦路斯也
已登場。今仗遇弱旅，A米決不

可失威。上季排第7的國米換了
前羅馬名帥史巴利堤執教鞭，季
前簽下費倫天拿的雲仙奴與保查
華利路跟森多利亞的後衛史堅尼
亞，惟陣容星味稍遜A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A米豪華陣強攻護級分子

■■米基爾施華(左)與邦路斯(右)是
A米今夏其中兩員重點新兵。

路透社

短訊

■■朗尼朗尼
跟太太跟太太
再添家再添家
庭新成庭新成
員員。。
路透社路透社

■■美斯今仗在前線美斯今仗在前線「「單單
天保至尊天保至尊」。」。 法新社法新社

車路士預計陣容
門將：高圖爾斯
後衛：魯迪格、大衛雷斯、艾斯派古達
中場：域陀摩西斯、簡迪、泰莫爾巴卡約高、

馬高斯阿朗素
前鋒：韋利安、巴舒亞伊、柏度洛迪古斯

紅魔連場派四蛋「後費Sir時代」最威

■■艾歷拜利艾歷拜利((紅衫左紅衫左))跟盧卡古都有進賬跟盧卡古都有進賬。。 路透社路透社
■■保羅普巴保羅普巴((左左))和馬迪爾和馬迪爾((左二左二))連場連場
破網破網。。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