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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領銜 赫特落榜
英格蘭決選 23 人大軍

■哈利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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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大賽經驗富豐。
爾大賽經驗富豐
。 路透社

英格蘭國家足球隊昨晚公佈了世界盃的決選 23 人大軍名
單。其中利物浦年輕右閘阿歷山大阿諾特及外借水晶宮的車
路士中場羅夫度斯卓克成功突圍上榜，而阿仙奴中場韋舒亞
及韋斯咸門將祖赫特則一如傳聞名落孫山。
早前修夫基表示要帶年輕球員出戰，因此今次陣中只有中
堅加利卡希爾、左翼衛艾舒利楊格和射手占美華迪 3 名年過
30 的成員。門將方面，今季聯賽曾
在修夫基面前出醜的祖赫特一如傳
聞沒有入選，只能跟般尼的湯希頓
列候補名單，3 名入選門將包括畢
蘭特、比克福特及尼克普比。

英格蘭世界盃 23 人大軍
門將：畢蘭特（史篤城）
、比克福特（愛華頓）
、尼克普比（般尼）

人腳並無太大驚喜，王牌射手哈利卡尼掛帥鋒線；中場有熱
刺的迪利阿里、艾歷迪亞，曼聯奇兵連格和今季態勇的曼城
飛翼史達寧；後防則由菲爾鍾斯、史東斯、老將加利卡希爾
和曼城右閘基爾獲加壓陣。
修夫基解釋，今次名單是一支年輕的隊伍，並已在跟有經
驗的球員之間作出了平衡，他相信這會是一支有活力的球
隊。對於祖赫特未能入選，他指另外3名門
將今季狀態更出色，這較赫特的經驗重要。

瑞典落實名單 堅持不召伊巴

後防新丁阿諾特成功突圍

後衛：史東斯（曼城）
、哈利馬古尼（李斯特城）
、菲爾鍾斯（曼聯）
、
基爾獲加（曼城）
、捷比亞（熱刺）
、加利卡希爾（車路士）
、
艾舒利楊格（曼聯）
、丹尼路斯（熱刺）
、阿歷山大阿諾特（利物浦）
中場：艾歷迪亞（熱刺）
、佐敦軒達臣（利物浦）
、迪利阿里（熱刺）
、連格（曼聯）
、
史達寧（曼城）
、羅夫度斯卓克（車路士）
、戴爾夫（曼城）
前鋒：哈利卡尼（熱刺）
、占美華迪（李斯特城）
、拉舒福特（曼聯）
、韋碧克（曼聯）

另外，曼聯中堅基斯史摩寧意外
落選，賽季曾受到傷患困擾的利物
浦中場拉爾拉拿和阿仙奴中場韋舒
亞亦榜上無名，還未正式為「三獅
軍」大國腳上過陣的年輕右閘阿歷
山大阿諾特則得到徵召。其他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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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隊則在較早時間公佈了 23 人名單，
一如之前所說未有重召有意復出的伊巴謙
莫域，攻堅重任或落在近季在 RB 萊比錫
有好表現的科斯貝治身上。其餘入選的名
將還有曼聯中堅連迪路夫，中場老將施巴
斯坦拿臣以及在阿聯酋聯賽打滾的馬古斯
貝治也有上榜，惟歐霸盃 32 強為奧斯達辛
斯攻破阿仙奴大門的簡施馬則未有入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陳文俊

英超球會愛華頓昨日宣佈，免去艾拿戴斯主帥一職。跟

獎。 網上圖片
■哥迪奧拿領

「大 Sam」同是在去年 11 月上任執教，莫耶斯昨晚亦落實
離開韋斯咸。成王敗寇，帶領曼城強勢稱霸英超的哥迪奧
拿，同日則當選英格蘭領隊協會的英超年度最佳領隊頭銜。

韋斯咸聯合主席大衛蘇利雲指，莫耶斯上任時，大家都有共識
是先合作 6 個月再看看情況，「以季尾的成績來看，我們認

為結束合作是正確的決定。」2013/14球季執教曼聯也是被炒收
場，莫耶斯今次接手後「槌仔軍」只在英超贏了8場，但總算
成功留班。
至於在2016/17球季中段臨危接手水晶宮並成功率隊留班
英超的前英格蘭國足主帥大 Sam，去年 11 月獲聘接掌愛
華頓兵符，但「拖肥糖」最終得英超第8
名，無緣歐洲賽，此外亦盛傳他
和隊中大牌前鋒朗尼失和。球會
總監巴克森戴亞對大 Sam 所做
的工作表達感謝，「森姆（艾
拿戴 斯 ） 在一 個艱巨時 期接
手，幫助球隊穩定了下來，我們
對此十分感激；但我們還是作出了決定，為
球會長遠計，將於今夏另聘新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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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舊將
維拉距升英超差一步
後衛森姆（Jlloyd Samuel），當地時間15
日於英國柴郡駛汽車接孩子放學時發生車
禍，不幸傷重死亡，終年 37 歲。維拉和
米堡此役賽前為森姆進行了默
哀，結果維拉守和 0：0，憑首
回合作客 1：0 勝果晉級決賽，
下周跟富咸爭升班。曾効力車
路士的維拉後防大將泰利說：
「球隊士氣很棒，只需再多一
步便可達成夢想。」英冠首次
名直接升班，第 3 至 6 名踢附
■森姆不幸離世
森姆不幸離世。
。 加賽爭最後的升班資格。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阿士東維拉距離殺返英超聯賽只差一
步。本港時間昨凌晨英冠升班附加賽準決
賽次回合，維拉主場跟米杜士堡互交白
卷，兩回合計總比數贏1：0，
本周末會在溫布萊球場跟富咸
爭奪最後一個升班席位。維拉
亦以這場勝仗，來為日前車禍
不幸離世的前屬將森姆作悼
念。

泰利激勵戰友：圓夢在即
■泰利贏多一場便可幫助
維拉殺返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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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 1998 至 2007 年効力維
拉的前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國腳

攻入36分將形勢扭轉，並且最終以107：94
再贏一場。勒邦占士今仗為騎士貢獻 42
分、10 個籃板及 12 次助攻，可是負傷上陣
的他也無法為騎士挽回敗局。他賽後表示，
之後回到騎士主場，希望可扳回場數。

太陽獲選秀狀元籤
另外，在昨日於紐約舉行的選秀抽籤，
太陽取得來季 NBA 選秀的狀元籤，而第 2

至於率領曼城以破紀錄的 100 分封王的哥迪奧
拿，則獲選為英領隊協會的英超年度最佳領
隊。哥帥這兩個賽季花了逾 4 億英鎊買人，對
於今夏增兵，他強調：「最多只會簽一、兩
人，可能大家不會信，我們的資金不容許
每年都開銷3億英鎊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小白受訪突塌看台 18 人傷
踢畢周日西甲煞科戰後便會告別巴塞羅
那的中場球星「小白」恩尼斯達，當地時
間周二下午於訓練場接受記者採訪期間，
節目安排的流動看台突然倒塌，造成18人
受傷，當中有兩人是小孩，幸全部傷勢輕
微。小白及後通過社交媒體對傷者表達了
慰問，祝願各人盡快康復。

小白和美斯隨巴塞大軍於本港時間昨天
抵達南非，將會進行一場表演賽。美斯談
及連續三年與國際大賽冠軍擦身而過、
2016年美洲國家盃後一度宣佈退出阿根廷
國家隊一事，說自己當時「對那些為了夢
想而戰的人發放了錯誤的訊息，我們必須

的會是帝王，第 3 是鷹隊，騎士亦取得第 8
選秀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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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2：30a.m.直播）。上季也要出戰附
老馬出任白俄球會主席

德聯附 禾堡主場打「基」
■勒邦占士掩面嘆息
勒邦占士掩面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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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為夢想而戰。」他對今屆世盃亦未敢
太樂觀，「入到4強就足夠證明我們表現
不錯了。」美斯又坦言，不希望見到自己
舊隊友尼馬如傳聞所說會加盟皇家馬德
里，因為那對己隊來說將是「恐怖的
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美斯認當年退隊做錯決定

白俄羅斯球會布列斯特
戴拿模宣佈，委任阿
根廷名宿馬拉當拿出
任球會主席，雙方
簽約 3 年。布隊一直
都是白俄頂級聯賽的
中游球隊，上季曾出
馬拉當拿
戰歐霸外圍賽。

塞爾特人再斬騎士
勒邦占士負傷應戰斬 42 分，但仍無助騎
士在東岸的決賽第2場扭轉敗局。在昨日的
NBA季後賽東岸決賽，塞爾特人以107：94
擊敗騎士，並且在場數領先至2：0。
連續兩仗作客波士頓，騎士今仗開賽氣勢
不俗，首節在領先最多 10 分下先贏 27：
23。不過勒邦占士在第2節一度因為頸傷需
要離場休息，而塞爾特人之後就將比分收
窄，半場追近至48：55。「綠軍」在第3節

獲同業評最佳 哥帥：今夏難再狂買人

德國甲、乙組足球聯賽升降班附加賽首
回合，德甲第16名的禾夫斯堡先主場迎戰
德乙季軍基爾（有線 602、611、651、
662 台、Fox Sports Play 和 now670 台

加賽的禾堡，聯賽煞科戰以4：1擊敗已降
班的科隆力保尾三踢附加賽，對手基爾今
季則才從丙組聯賽重返德乙。

沙特世盃球證終身「禁足」
沙特阿拉伯足總日前宣佈，該國球
證艾美達斯因索賄的罪名，被判終身禁
止再涉足足球運動。他原本是今屆世界
盃的球證代表，因其
被「禁足」，沙特
亦向國際足協要
求禁止其代表資
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文俊
艾美達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