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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馬領軍 巴西世盃23人名單出爐
今夏俄羅斯世界盃奪標大熱門之一的
巴西，在當地時間周一落實了 23 人大軍
名單，當中仍未完全康復的尼馬依然榜
上有名。隊醫表示，這位王牌射手必可
趕及提升狀態出征世盃。
早前已公開 15 人名單的巴西隊教練迪
迪在周一正式公佈 23 人參賽名單，當中
仍未完全傷癒的尼馬依然有份入圍，其
餘星級人馬如巴塞羅那中場菲臘比古天
奴、曼城前鋒加比爾捷西斯、利物浦射
手羅拔圖法明奴及皇家馬德里左閘馬些
路都在大軍之列。閘位方面，曼城的丹
尼路雷斯及哥連泰斯的法格拿，將會爭
逐因傷緣盡世界盃的丹尼爾所留下的右
閘位置；馬德里體育會的菲臘路爾斯則

巴西世界盃 23 人大軍
門將：艾達臣摩拉斯（曼城）

力壓祖雲達斯的阿歷士辛度，
獲得與馬些路爭奪左閘位置的
機會。是次名單有一位中超球
員入選，他就是北京國安中場
連拿度奧古士圖。

艾利臣比加（羅馬）

菲臘比古天奴（巴塞羅那）

卡斯奧（哥連泰斯）

杜格拉斯哥斯達（祖雲達斯）

主帥停賽
西甲兵「自動波」作戰
馬體會是戰唯一缺點，是教練施蒙
尼在對阿仙奴首回合比賽中怒罵旁
證，結果被歐洲足協重罰停賽 4 場，
此役未能在場邊督師。只是馬體會眾
將皆是經驗十足之輩，如中堅高甸、
左閘菲臘路爾斯、中場基比、前場迪
亞高哥斯達、基沙文甚至會於季後離
隊的費蘭度托利斯，位位皆是身經百
戰，某程度上就算沒有教練在旁也可
「自動波」作戰。
陣容方面，在對阿仙奴次回合賽事
停賽的後衛維沙積高可以復出，前場
孖寶迪亞高哥斯達與基沙文則於過去
周末聯賽只踢了大半場便被換走，將
可以十足體能應付這場決賽。中場兼
隊長基比賽前激勵同袍戰意，揚言：
「馬體會這名字就代表了勝利，在我
們心中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捧盃。」

哥軍點兵 皇馬門神壓陣

在 1993 年以 1 球淨勝 AC 米蘭贏得
歐聯冠軍的馬賽，將力爭於 25 年後
再次贏取歐洲錦標。然而，這支晉級
過程中淘汰過布拉加、RB 萊比錫及
薩爾斯堡等對手的法甲代表，在關鍵
時刻卻有攻擊主力皮耶受傷患困擾，
據報這位法國國腳更大有機會未能趕
及康復參戰，馬賽在缺少一位富經驗
的球員帶領下，未必可於決賽發揮全
部實力。

門）

前鋒：尼馬（巴黎聖日耳門）

柏度基洛美（甘美奧）

加比爾捷西斯（曼城）

馬些路（皇家馬德里）

羅拔圖法明奴（利物浦）

菲臘路爾斯（馬德里體育會）

泰爾臣（薩克達）

面，馬體會無疑是有級數上的優勢，惟球隊今仗有教
練施蒙尼因停賽而未能在後備席督師，馬賽方面必想
借此良機，務求在等待 25 年後，再次贏得歐洲球會級

身為法國國腳的馬賽中堅阿爾拉米
今戰將要面對國家隊隊友基沙文的挑
戰，拉米言談間似顯得頗具信心：
「我對基沙文頗有認識，而過往効力
西維爾期間亦曾與迪亞高哥斯達碰
頭，故有信心可應付他們來襲。」另
方面，馬賽守將路蘭度謂，己隊已準
備好再度衝擊歐洲冠軍：「當我加盟
球會時，在走廊只看到保利在 1993 年
歐聯決賽頭槌絕殺 AC 米蘭的相片，
從中我感受到會方的自豪感。」這位
葡萄牙老兵補充，教練魯迪加西亞灌
輸給他們勝利的慾望，是役將努力戰
至最後一刻，務求爆冷捧盃而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 面對馬體會的大牌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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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賽大將阿爾拉米跟一眾隊友誓
必設下嚴密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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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中：
攻中
：泰奧雲
泰奧雲、
、皮耶
皮耶、
、奧甘波斯

古斯達禾、
古斯達禾
、佐敦艾馬維

前鋒：
前鋒
：謝明

奪魁。德足昨晚亦公佈了27人世盃初選名
單，門神紐亞帶傷上榜，上屆臨陣傷退的中
場馬高列奧斯亦入伍；拜仁副選前鋒辛度華
拿和上屆決賽奠勝功臣馬里奧葛斯則落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馬體會首席射手
基沙文蓄銳攻敵。
基沙文蓄銳攻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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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體會預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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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拿沙亞
保拿沙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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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傳了數日後，意大利
足總終於周一證實，已正式
委任剛於周日離開辛尼特的
文仙尼為新任國家隊教練。
另方面，法甲豪門巴黎聖日
耳門（PSG）亦宣佈，與前
多蒙特主帥杜曹簽約兩年。
意大利足總周一發表聲
明，指文仙尼將成為意大利
■文仙尼正式接掌意大
國家隊新帥。意國媒體表
利國足兵符。
利國足兵符
。 路透社
示，文仙尼對國家隊非常有
「義氣」。事緣文帥與辛尼
特其實還有兩年總值 1300 萬歐元的合
約，惟這次返國家隊並簽約到 2020 年歐
國盃之後，文仙尼年薪據報卻只有 200 萬
歐元，可說是大幅減薪報國。
PSG 亦於周一宣佈，委任前多蒙特教
頭杜曹為新帥，簽約兩年。PSG 在聲明
中表示，杜曹的進攻風格與球會理念相
■杜曹
近，認為雙方可攜手向歐聯目標邁進。

■ 這將是費蘭度托利斯為馬體
會爭標的最後機會。
會爭標的最後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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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季後離隊的費蘭度托利斯在馬體會的
時間只餘下最後兩場比賽，「王子」接受訪
問時難免百感交集，但仍希望以歐霸獎盃當
作給球迷的最後禮物。
費托近日與隊友沙奧尼古斯一同接受訪
問，言語中明顯流露對離隊的不捨：「我在
兒時已是馬體會球迷，上天之前給我機會再
度回歸，實在非常開心。惟當歐霸決賽日子
臨近，亦代表我離開的日子已進入最後倒數
階段。不過作為職業球員，現在我會集中精
神備戰，希望給予球迷們最後一份禮物。」
沙奧尼古斯則對費托讚不絕口：「他是我
年輕時的偶像，很感激上天給我一個與偶像
做隊友的機會；事實上，費托對我而言不只
是隊友，也是我的朋友及人生導師，這是用
錢也不能買到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中場：
中場
：麥斯美盧比斯
麥斯美盧比斯、
、辛臣

此外，衛冕世界盃冠軍德國國足主帥
路維，昨天跟德足總續約兩年到2022年世
盃賽之後。路維2006年世盃後接替奇連士
文，從助教升任為德足主帥，上屆世盃率隊

（now633 台周四 2：45a.m 直播）

半個主場
馬賽守將矢言凍結同鄉

杜曹入主PSG 文仙尼接掌意足

連拿度奧古士圖（北京國安）

馬昆奴斯哥利亞（巴黎聖日耳

法甲代表馬賽，對戰西甲代表馬德里體育會。單看牌

別比賽的冠軍。

費特（薩克達）

祖奧米蘭達（國際米蘭）

林匹克里昂體育場上演，戲碼是由有半個主場之利的

門將：
門將
：文丹達

路維續約 紐亞帶傷入初選名單

荷西保連奴（巴塞羅那）

堤亞高施華（巴黎聖日耳門）

在名單公開後，各界均擔心尼
■有尼馬
有尼馬((中)、菲臘比古天奴
菲臘比古天奴((左)和加比爾
馬是否有足夠狀態應付決賽周賽
捷西斯，
捷西斯
，巴西隊前鋒人才濟濟
巴西隊前鋒人才濟濟。
。 美聯社
事。巴西隊隊醫日前接受訪問時
向球迷大派定心丸：「經過一些測試檢驗， 人名單，當中皇馬門神基羅拿華斯將負
尼馬的恢復情況良好，我們會在下周安排 責領軍。其他較具名氣球員有効力貝迪
他作有球訓練，務求讓他能完全適應迪迪 斯的前阿仙奴鋒將祖爾甘保，以及効力
過西布朗的些路迪右閘基斯甸甘保亞。
在最後階段的備戰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另方面，哥斯達黎加同日亦公佈了 23

馬賽預計陣容

費蘭甸奴（曼城）

法格拿（哥連泰斯）

最後一次決賽 費托百感交集

上

卡斯米路（皇家馬德里）

後衛：丹尼路雷斯（曼城）

本屆歐霸盃決賽，將於本港時間周四凌晨在法國奧
屆殺入歐聯 4 強，前季則獲得歐
聯亞軍的馬體會，今季在歐聯分
組賽出局後轉戰歐霸，結果由 32 強起
先後淘汰哥本哈根、莫斯科火車頭、
士砵亭及阿仙奴殺入決賽，其歐戰經
驗明顯令球隊於次一級的歐霸賽事中
贏盡級數。

中場：韋利安（車路士）

門將：
門將
：奧比歷

短訊

尼斯達接手意乙隊衝升班
今年 42 歲的前 AC 米蘭星級後衛尼斯
達臨時接手執教意乙佩魯賈，任期到 6
月 30 日。2016 年在 FC 邁阿密展開教頭
生涯的尼斯達，今次目標是帶隊從附加
賽突圍升班。

「死侍」反轉奧脫福

後衛：桑法蘭托里斯
後衛：
桑法蘭托里斯、
、史提芬沙
域、高甸
高甸、
、盧卡斯靴南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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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 ： 安祖哥利亞
中場：
安祖哥利亞、
、 沙奧尼古
斯、湯馬士柏迪
湯馬士柏迪、
、佐治高基
前鋒：
前鋒
：迪亞高哥斯達
迪亞高哥斯達、
、基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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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今季累積
100分強勢封王，
打破包括單賽季最
高分、最多勝仗、
最大分差等多項英
超紀錄。球隊昨天
在曼徹斯特舉行巴
士勝利巡遊，為數
約 10 萬的球迷夾
道歡迎。 法新社

勇士反客為主領先火箭
■奧脫福掛上死侍海報
奧脫福掛上死侍海報。
。
英超曼聯跟電影《死侍 2》合作，日
前發佈了宣傳短片。更衣室中，包括阿
歷斯山齊士和連格等曼聯球員看似不情
願地收到印上死侍標誌的新裝備。走進
球場，中場桑馬達看着被改造成死侍模
樣的主場，語帶不滿。最後死侍現身頂
層看台，他特別關心普巴有否穿印有死
侍標誌的護膝。可到網址www.youtube.
com/watch?v=3g37UdgIJHo睇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美國時間周二上演 NBA 西岸決賽第 1
戰，結果勇士於下半場發威，作客以

■夏頓(左)緊盯杜蘭特。

路透社

119：106先下一城，領先火箭場數1：0。
火箭比賽初段佔盡上風，不過勇士站穩
陣腳後開始反擊，兩軍半場終打成 56 平
手。到下半場更變成勇士的天下，球隊於
杜蘭特帶領下在第 3 節完結時領先 87：
80。第 4 節，勇士一直保持雙位數領先，
最終以 119：106 大勝。勇士「三巨頭」以
杜蘭特表現最佳，全場取得 37 分；至於火
箭表現最佳的是夏頓，攻入全場最高的 41
分，基斯保羅則交出 23分、11次助攻「雙
雙」成績，可惜其餘隊友未有突出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