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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英超甫開季已大上大落，曾大勝阿仙奴 4：0，
上周卻以 0：5 慘敗給曼城，明晨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
他們哀兵踏上正賽征途。缺席這項歐洲頂級賽事兩屆，「利
記」首個對手即碰上 E 組中實力最強的西維爾，務求利用對手歷
年作客英格蘭未嘗一勝的心魔，於晏菲路搶攻爭勝以一振
軍心。（有線 61 台及高清 201 台周四 2：45a.m.直播）

■高洛普會否重遣古天奴正
選攻堅？
選攻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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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洛普冀破「西維爾魔咒」

西維爾有「訪英魔
咒」，但原來利物浦領隊
高洛普也有「西維爾魔
咒」。德國人執教生涯中
曾 5 次領軍遇上西維爾，
結果得 2 和 3 負，一勝未
得。作為利記教頭，他唯
一一次跟西維爾對壘是
2016 年歐霸盃決賽，結
果以 1：3 不敵西維爾無
緣冠軍。
作為「紅軍」教練的首
場歐聯分組賽，高洛普對
今仗非常重視，而之前陷
入轉會風波的菲臘比古天
奴亦獲重新納入大軍名
單，這位巴西翼鋒上周已
傷癒，但仍未獲派遣上
陣，在密集的賽程下，古
天奴此戰或會有重新登場
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利物浦鋒將穆罕默德沙
拿上仗只踢了半場，
拿上仗只踢了半場
，留力
今場搏殺。
今場搏殺
。
路透社

10 人應戰下作
上輪英超，利物浦在
客慘吞曼城五蛋，這還是高洛普接

帥印近兩年來的最大敗仗。我們必須好
好 把 握 比 賽 頭 20 分 鐘 （ 去 盡 快 入
球），」利記門將米洛列特說：「（新
敗後）那麼快又有比賽可能是好事，因
為己隊可迅速汲取教訓糾正問題。」

大上大落忌死守
季初新簽的穆罕默德沙拿很快已跟鋒
線拍檔沙迪奧文尼和法明奴建立起默
契，利物浦開季各項賽事六戰已入 14
球，卻亦有 11 度失守，即使日前休息的
洛夫雲此戰重回正選扼守中路，恐怕也
暫難改變球隊攻強守弱的「體質」，相
信以新球季三連勝的主場氣勢，該隊也
不會死守。
西維爾今夏有翼鋒捷西斯拿華斯從曼
城回巢，巴西中場甘素和鋒線新援洛尼
圖亦有上佳表現。對比利物浦英超四戰

2 勝 1 和 1 負的成績，西維爾縱然於西甲
取得 1 和兩連勝勢頭，但近仗對手基達
菲和伊巴只屬中下游球隊，戰績難以作
準。
西維爾跟利物浦同是通過附加賽出線分
組賽的，利記更是高洛普在位以來首次殺
返歐聯正賽。「歐霸捧盃王」西維爾雖然
是連續第三屆踢歐聯分組賽，對上兩年卻
先後得小組第三以及16強出局，上屆淘汰
他們的正正是另一支英超球隊李斯特城。
事實上，西維爾歷來五次作客
英格蘭未嘗一勝，主帥比
利素也提醒麾下，不
要因為對方新逢慘敗
而掉以輕心，「他們
（利物浦）在大敗後，
現在如同一頭受傷的野
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跟利物浦交鋒
跟利物浦交鋒，
，對於重投西維爾的前曼城
翼鋒捷西斯拿華斯來說並不陌生。
翼鋒捷西斯拿華斯來說並不陌生
。 法新社

曼城火力全開
作客直搗
「燕」
巢
英超開季3勝1和僅得失球差不及曼聯位居次席
的曼城希望在歐聯賽場一樣順風順水。明晨這支英
超勁旅將作客飛燕諾迎來今季歐聯首演，誓要旗
開得勝一洗以往歐戰欠銳之頹風。（有線62
台及高清202台周四2：45a.m.直播）
經過「四大皆空」的一年，哥迪奧
拿執教的曼城新賽季似乎終於找到正
確的方向，在巴西小將加比爾捷西斯
及阿古路一對南美箭頭的出色表現
下，上仗於聯賽大破利物浦，為球
隊打下強心針。一向強調控球的
哥帥在多名新兵加盟下加快了行
軍速度，兩閘基爾獲加及班
捷文文迪助攻力強，為球
隊拉開了進攻闊
度，改善
了

球隊上季在陣地戰每每陷入老鼠拉龜的問題。

加比爾捷西斯腳風順
此外，踢法刁鑽的加比爾捷西斯更是減輕了
阿古路的入球重擔，這名年僅20歲的小將平均
65 分鐘就有一個入球，效率驚人，加上奇雲迪
布尼及大衛施華等擅長助攻的中場，縱然飛燕
諾荷甲開季四連勝，然而曼城的強橫火力料仍
將會為他們帶來極大麻煩。
今季加盟曼城的貝拿度施華雖然並非球隊必
然正選，不過身價達4300萬英鎊的他預計在今
季將擔任重要角色。這名23歲中場表示歐聯每
一戰均是百分百專注應付：「在曼城這種級數
的球隊，目標就是要贏得所有冠軍，要奪得歐
聯冠軍當然不容易做到，但我們會全力
以赴。飛燕諾擁有不少好球員，要
作客擊敗他們並非易事，但我們
有贏得勝利的自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曼城前鋒加比爾捷西斯開季四場
聯賽已有三球入賬。
聯賽已有三球入賬
。
美聯社

■上仗受傷的曼城門將艾達臣
左臉縫了八針。
左臉縫了八針
。
網上圖片

外媒：金正恩是曼聯球迷
外媒透露，朝鮮國家領導人金正恩
原來非常喜歡看英超聯賽，他本人是
曼聯的忠實球迷。
英國《太陽報》引述跟金正恩私交
不錯的意大利參議員拉齊指，金正恩
曾告訴他自己非常喜歡曼聯。報道
指，金正恩早年在瑞士留學已展現對
足球的濃厚興趣，經常到米蘭的聖西
路現場看意甲球賽。拉齊還透露，金
正恩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看到有朝鮮球
員登上英超舞台。早年在日本搵食的
朝鮮國腳著名的當數曾領銜征戰 2010

年世界盃的鄭大世。至於在歐洲賽場
的代表人物，有上賽季為意甲球隊卡
利亞里上過陣的天才小將韓光桑治。
■綜合外電

■金正恩是曼聯擁躉
金正恩是曼聯擁躉？
？ 路透社

拜仁高層炮轟隊內兩大鋒將
德國足壇名宿、拜仁慕尼黑主席路明
尼加日前對利雲度夫斯基和湯馬士梅拿
的公開抱怨表示不滿，稱他將和任何批
評教練、球隊和隊友的人過不去。
路明尼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我們（拜仁）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秉
持一種嚴肅和成功的哲學，並享受這
種哲學給我們帶來的偉大成功。」
「利雲」日前在受訪時批評拜仁今夏
轉會政策，路明尼加認為忠誠對球員
來說依舊重要，不應像「利雲」那樣
只看重金錢和勝利。他又點名批評對

教練安察洛堤的安排頗有微詞的另一
鋒將梅拿，「坐後備席而不滿可以理
解，但公開批評教練是不能容忍
的。」
■新華社

■ 梅拿
梅拿（
（ 左 ） 與利雲度夫斯
基上場德甲齊啞火。 法新社
基上場德甲齊啞火。

美網冠軍加入戰陣 十月來港

C 朗解禁 皇馬要打翻身仗
上季成為歐聯、西甲雙料冠軍，不過今
季一開始皇家馬德里就遇上麻煩，聯賽三
戰得一勝，原因在於鋒線不力浪費大量機
會。明晨他們展開歐聯三連冠衛冕第一
擊，主場面對實力一般的塞浦路斯球隊尼
科西亞，前鋒們能否及時翻身將是勝負關
鍵。（有線63台周四2：45a.m.直播）
C．朗拿度因停賽聯賽開季至今仍未有上
陣，賓施馬上場又告受傷，皇馬今仗對尼科
西亞面臨無鋒可用的問題。主帥施丹今季銳

■洛夫雲相信今仗會重回利
記正選陣容。
記正選陣容
。
路透社

意培養年輕小將未有重大收購，中場阿辛斯
奧雖然踢出名堂，卻難掩球隊鋒線乏力的事
實，球隊極希望藉一場漂亮大勝助球員重拾
信心，而且同組的多蒙特及熱刺均是有力晉
級的實力分子，皇馬要在「死亡H組」中脫
穎而出實在是一分都不能少。
另外，由於比比今季離隊他投，賓施馬
升為皇馬第四隊長，C 朗則從第四升為第
三隊長，正副隊長仍為沙治奧拉莫斯及馬
些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C 朗備戰歐聯賽事
朗備戰歐聯賽事。
。 美聯社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2017」大會
昨日宣佈，剛剛出爐的美國網球公開
賽女單冠軍斯蒂芬絲已落實於十月來
港參戰。現年 24 歲、世界排名 83 的斯
蒂芬絲周日首次奪得大滿貫女單冠
軍。剛與軒芝絲攜手贏得美網女雙冠
軍的詹詠然，亦加入戰陣跟打入美網
混雙決賽的妹妹詹皓晴再以姊妹花組
合參戰今屆香港公開賽。早前落實參
戰名單還包括張帥、大威、干達、禾
絲妮雅琪、拉雲絲卡和瑪丹奴域。賽
事門票正於購票通門市及各大通利琴

行售票處發售，公眾亦可透過購票通
熱線21115333及於www.cityline.com網
上購買。
■綜合外電
■美網出爐冠軍
斯蒂芬絲。
斯蒂芬絲
。

短 訊

祖赫特23場失球頹勢結束
韋斯咸昨凌晨英超
第 4 輪主場以 2︰0 擊
敗哈特斯菲爾德，打
開今季勝利之門。上
季外借拖連奴至今季
在韋斯咸連續 23 場
失波後，這還是英格
蘭國足門將祖赫特首
次力保清白之身。

梅古露莎首登世界「一姐」
西班牙天王拿度贏得美國網球公開賽男單冠軍後穩居世界排名第
一；其溫網封后的同鄉梅古露莎昨天打敗捷克的比莉絲高娃，首登
世界「一姐」寶座。

傳湖人為高比拜仁球衣退役
■祖赫特
祖赫特((左)慶祝獲勝
慶祝獲勝。
。 法新社

外電報道，洛杉磯湖人將於 12 月為去年退休的籃球界傳奇高比
拜仁舉行球衣退役儀式，球迷估計會是8 號和 24 號球衣同時掛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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