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  育  新  聞B5 ■責任編輯：梁啟剛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172017年年99月月2424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上屆NBA總冠軍勇士昨日召開了媒體日，主
帥卡爾接受採訪時表示：「我認為新賽季我們
會變得更好。」去季，勇士在常規賽取得了
NBA最高的67勝，季後賽16勝1負，拿到了三
年內的第二個總冠軍。「我認為新賽季我們會
變得更好，」卡爾說道，「我們的陣容深度更

深了，正如我所說，延續性是很重要的。但挑
戰是顯而易見的，連續三年總決賽，努力達成
第四次。歷史上只有很少的球隊做到了這一
點，這是有原因的。這是漫長而艱難的工作，
所以我們必須做好這個賽季，保持節奏，不要
丟失了我們的優勢，這就是我們在追求的平
衡。」

史堤芬居里堅決不訪白宮
另外，吸引將近200位媒體記者的勇士季前

媒體日，再次成為鎂光燈焦點的球星史堤芬居
里，重申自己堅決不去白宮參訪的立場；史堤
芬居里從不掩飾自己討厭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
的感受，先前不只一次強調，不想跟隨勇士前
往白宮接受特朗普的奪冠表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勇士主帥卡爾：新賽季我們變更好

昨日西甲「早場」大戰，馬體會在主場以2:0擊敗西
維爾，打破對手不敗身升上聯賽第2位。馬體會主場迎
戰西維爾，兩隊在賽前分別排積分榜第3與第2位，加
上雙方都保持聯賽不敗之身，戲碼強勁。可是兩隊於上

半場都沒有一次中目標的射門，終踢成0:0完半場。換邊後1
分鐘就有波入，恩歷克卡拉斯高製造全場第一次中框射門就入
波，為馬體會領先。到70分鐘馬體會再下一城，由法國前鋒基
沙文建功射成2:0奠勝，打破西維爾不敗身升上聯賽第2位。

熱刺贏「倫敦打吡」
至於同日的英超「早場」，下半場10人應戰的熱刺客場以

3:2擊敗韋斯咸，贏得這場「倫敦打吡」。哈利卡尼先後於34
及38分鐘建功，助熱刺半場領先兩球；換邊後15分鐘，基斯
甸艾歷臣入波為熱刺領先至3:0，但5分鐘後，查維亞靴南迪斯
為韋斯咸追成1:3。70分鐘，奧里亞兩黃一紅被逐，令熱刺要
10人應戰。86分鐘，高耶迪頂入一球為韋斯咸追成2:3，可惜
為時已晚，主隊最終以1球飲恨。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28歲的「迪哥」在2014年以3200萬英鎊的身價從馬體會加盟車路士，在効力車路士的3年時間裡，「迪哥」參加了120場比
賽，攻入58球，其中上季在英超聯賽中就攻入了20球，為車
路士奪冠立下大功。可是在今夏時，車路士主帥干地曾給
「迪哥」發短信，告訴他這個賽季他不在主力陣容之
中，「迪哥」對此大怒並表明有意回歸馬體會効力，並
抱怨說，車路士把他當「犯人」一樣看待，並且要求
的轉會費「不切實際」。
自此，「迪哥」今季開始後還沒有為車路士上場

參加過比賽，他8月份大多數時間在巴西度過。
直至日前，車路士與西甲馬體會最終達成協
定，同意「迪哥」在明年1月轉會回到其舊
東家，他將在未來幾天內進行轉會要求的
身體檢查。據西班牙媒體透露，「迪哥」
的轉會費達到5300萬英鎊，他與馬體
會的合同將簽至2021年。
如願回到馬體會効力，昨日已心

急飛返西班牙的「迪哥」對此表
示：「我很開心，雖然花了不少
時間，但最後的結局皆大歡喜。
現在我非常期待見到我的隊
友，然後開始訓練，希望一
切進展順利。」由於已經較
長時間沒有比賽，體重超
標一直是圍繞在「迪哥」身
上的話題。「三個月沒有比
賽，但有訓練，我的情況沒有
某些人說的那麼糟糕。」「迪
哥」直言，不要只關注體重，他不
會害怕訓練的難度。關於他和車路
士的關係，「迪哥」說：「我和車
路士有着特別的感情，他們都知道我
是什麼樣的人。」

干地感謝迪哥過去貢獻
如今，「迪哥」已確定離開「車仔」，而車路
士主帥干地昨日在球隊賽前發佈會上也釋然的表
示，感謝「迪哥」曾經的貢獻，並祝福他未來好
運。「我不會忘記我們上季一起贏得的一切。我
必須強調一點，我們一直都感謝他上季的努力。
當然，我們也不只是感謝他上季的貢獻，他在
整個車路士生涯中都很努力。」干地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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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亞高哥斯達轉會風波終告一段落！英超車路士日前與西甲馬

體會達成協定，同意鋒將迪亞高哥斯達(迪哥)在明年1月轉

會回到其舊東家；如願回到馬體會効力的「迪哥」，昨

日已心急飛返西班牙，對於最終能落「車」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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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舉行的德甲比賽
中，拜仁慕尼黑主場2:2與禾
夫斯堡戰和，在德甲前6輪比
賽過後，拜仁的戰績為4勝1
和1負積13分，而這樣的成
績也是拜仁7年以來的最差開
局。 前 6 輪比賽過後積 13
分，這是拜仁近7年以來的最
差開局，上次拜仁取得相同
的成績還是在2010-11賽季，
當時在主帥雲高爾的執教
下，拜仁也是在前6輪比賽過
後僅僅獲得13個積分。
由於首席門將紐亞長唞，
拜仁起用副選的烏里治把
關。大勇的射手利雲度夫斯
基於33分鐘博得12碼，這名
波蘭國腳主射得手，助拜仁
領先1:0。其後，翼鋒洛賓的
射門省中隊友後衛拿菲爾後
入網，拜仁半場領先2:0。不
過，烏里治在56分鐘犯錯，

讓禾夫斯堡中場麥斯美艾洛
特的罰球入網，埋下失分的
伏線。戰至83分鐘，中場迪
達維接應後衛華希亞治的傳
中，頭槌破關，助禾夫斯堡
追成2:2平手。
賽後，拜仁主帥安察洛堤

表示：「我們沒有像賽前計
劃的那樣踢球，我們很慢，
沒有強度，也不夠緊湊。我
們沒有像往常一樣控制比
賽，這是踢成和局的原因。
烏里治犯了一個錯誤，但我
們終究是因為作為一個團隊
踢得不好而得到和局。對陣
巴黎聖日耳門的歐聯，我們
需要踢出不同的表現來。」
本周中，拜仁就將在歐聯中
客場挑戰法甲豪門巴黎聖日
耳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拿度：超費達拿大滿貫數
拿度和費達拿攜手出戰拿華盃，儘管這時是隊友，但當
2019賽季拉開大幕時，兩位天王又將展開明爭暗鬥，尤其
是對於球迷最感興趣的就是，擁有16個大滿貫冠軍的拿
度能否超越19冠的費達拿？值
得一提的是，拿度也在近日接受
採訪時對於這個問題作出了首次
正面回應，「我相信自己能擊敗
費達拿的19個大滿貫紀錄，儘
管這有些難度，畢竟在說和做之
間，兩者有很大的區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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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雙雄分途出擊！國際米蘭
坐鎮主場對陣熱那亞，望憑借主
場之利回歸勝利節奏(無綫網絡
電視 302 台今晚 9:00p.m. 直
播)。而AC米蘭客場對陣森多利
亞，在「A米」即將連續對陣羅
馬、國米之前，這一戰對「紅黑
軍」鞏固前四名排名而言格外關
鍵，不容有失。(無綫網絡電視
302台今晚6:30p.m.直播)
國米前兩戰都是客場，雖然擊
敗克羅托內，但隨後對博洛尼亞
只能和局。此番回到主場，國米
急需3分解渴，畢竟排名第三的
國米距離第五名積分差距只有2
分，若此戰有失，可能跌出前
四。國米主帥史巴列堤賽前表
示：「球迷說他們希望我們在熱
那亞身上掃除上仗和波的烏氣？
相信我，我比他們更希望看到這
樣。」
前5輪「A米」拿到12分，創

下14年來最佳聯賽開局，在球
隊主力陣容換血過半的前提下實
現如此開局，這無疑是喜人的形
勢。今仗「A米」迎來鞏固前四
排位的良機，如果「A米」能夠
拿下3分，則有望拉開與身後球
隊的積分差距，為之後連場大戰
打好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米蘭雙雄
分途出擊

活士：持續再進步感開心
前高球王活士在8月底時，曾在

自己的社交網寫道已經開始練習短
切桿，而昨日他又在自己社交網寫
道：「我已經開始可以打一些比較
遠的球，例如60碼之類的，我從
腰部開完刀後，到現在都還沒有全
揮桿，但持續再進步我還是很開
心。」活士從今年4月份進行第4
次腰部手術後就一直沒能再重拾球
桿，直到上個月才開始練習短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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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體會破西維爾不敗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