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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圖爾斯在班
拿貝球場亮相，
拿貝球場亮相
，
跟皇馬球迷見
面。
美聯社

高圖爾斯：加盟皇馬圓兒時夢
明年約滿的高圖爾斯過檔皇家馬德里去意
堅決，為免人財兩失，車路士也無奈放人，昨
落實以 3,500 萬歐元將這位 26 歲比利時門神賣
給皇馬，還急以 8,000 萬歐元的破門將紀錄轉
會費從畢爾包補入西班牙新進國腳阿列沙巴拿
加。

留言致謝道別 車迷不領情
高圖爾斯昨日亮相班拿貝球場跟球迷見
面，「今天我實現了兒時夢想，」他說：「感
謝皇馬，這一切來之不易。」而在較早時間，
他亦發表公開信跟車仔隊友和球迷告別和道
謝。今屆世界盃獲選最佳門將的他通過社交平
台留言，感謝車仔信任當時只有 19 歲的他，
並外借助他成長，「車路士將永在我心中佔據

特別位置。」他並向車仔隊友、技術團隊和球
迷致謝，「我們一起經歷了成功的喜悅。」他
重申，轉會原因之一包括希望跟定居西班牙的
家人近一點，願車仔球迷理解。不過，發文引
來不少攻擊，他最終亦刪掉文章。
至於在皇馬一直表現穩定的歐聯三連霸門
神基羅拿華斯，面對高圖爾斯到來，誓言留隊
接受挑戰，「離開皇馬就像叫我去死一樣。」
英超轉會市場已於本港時間今晨零時關
上，至本報截稿前壓尾主要轉會，有韋斯咸以
440 萬歐元從阿仙奴買入 29 歲西班牙射手盧卡
斯佩雷斯，加上之前已簽下的韋舒亞、菲臘安
達臣和伊沙迪奧普等新援，「槌仔軍」今夏已
用9,900萬歐元增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阿列沙巴拿加

紅魔打頭陣
誓先下一
「「「城城城」」」

引援聲勢不足 望揭幕戰挽信心
新賽季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
本港時間周六凌晨燃點戰火，
揭幕戰由上屆亞軍曼聯打頭
陣，於奧脫福球場迎擊「狐狸
兵團」李斯城特。利物浦今夏
瘋狂增兵，希望挑戰曼城霸主
地位的雄心盡現，曼聯相對上引援聲勢未開季
卻已被比下去，領隊摩連奴亦對管理層過於保
守有怨言。「紅魔」此番更需要在主場打響頭
炮，以穩定隊中球員的信心及為新球季打好根
基。（now621 台周六 3：00a.m.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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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高斯批寸王：
史高斯批寸王
球風令麾下難受
曼聯昔日「六小福」史高斯是1999年三冠王成
員，但面對紅魔能否結束傳奇領隊費格遜2013年
退位後的英超冠軍荒，史高斯卻愈來愈不感樂觀。
史高斯近日來港出席「433足球幣」記者會，簽約
為該項目擔任協助培育新球員的工作。他坦言，假
如現時自己在摩連奴麾下踢球，也不會感到享受，
「作為領隊，你會希望球隊踢得富娛樂性，但近來
在曼聯已愈來愈少見得到。」他又認為，紅魔現時
要追近跟曼城的差距實在不易。

眾名宿看好曼城衛冕

■曼聯前鋒阿歷斯
山齊士季前賽狀態
不錯。
不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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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亞 雖軍 為， 上卻 屆跟

■李斯特城新兵列
卡度彭利拿強於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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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曼城的差距有
達 19 分。球隊今夏
焦點新兵有巴西國
腳中場費特洛迪古
斯及葡萄牙後防小
將達洛治，兩人已
用上約 8,100 萬歐元。不過，眼看利物
浦豪花 1.8 億歐元買人，車路士亦動作
多多，曼城留住冠軍人腳外更新簽入馬
列斯，領隊摩連奴認為在現今競爭激烈
的英超賽場，己隊的引援還未足夠。

摩佬難掩失望：無人再來

勇士鬥雷霆

紅魔上季英超入球是前六名中第二少
的，今季續靠盧卡古、「山神」阿歷斯
山齊士、拉舒福特撐住大樑，兵源未必
足夠。山神日前明言己隊確有增補人腳
之需，「尤其像（智利隊友）維達爾這
類富於經驗的好球員。」不過，儘管摩
帥不斷向高層施壓加速買人，尤其希望
增購一名中堅，最終還是未能如願。昨
天記者會，他對未獲「泵水」難掩失

10 月合奏 NBA 序曲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日前公佈了
新賽季揭幕戰、聖誕日大戰等重要
日子的常規賽戲碼，揭幕戰為當地
時間 10 月 16 日上演，由衛冕總冠
軍金州勇士硬碰奧克拉荷馬雷霆。
根據 NBA 的新賽程，2018－19
球季將於美國時間 10 月 16 日開
打，當日會上演兩場揭幕戰，包括
勇士坐鎮主場迎擊雷霆，2016 年
從雷霆過檔勇士的杜蘭特，將再次
跟之前一度反面的雷霆核心韋斯布
魯克交手。另一場，費城 76 人會
作客波士頓塞爾特人，重演上屆東
岸決賽翻版。

■盧卡斯佩雷斯

望，他說：「無人再來了，現要把精力
放在現有人腳和將開始的比賽上。」
更麻煩的是，受月前結束的世界盃影
響，主力如盧卡古，中場保羅普巴、連
格跟費蘭尼都是剛歸隊不久，狀態或未
足以在此役踢正選，中場尼曼查馬迪和
右閘路爾斯華倫西亞又因傷倦勤。摩佬
感安慰的是，費特季前賽表現不俗，料
暫可跟安達靴里拉和桑馬達撐住中場，
前鋒會由山神和新 10 號拉舒福特擔綱，
後場則或由基斯史摩寧夥艾歷拜利扼守
中路，勞基梳爾跟達美安打左右二閘。

「狐狸」多新兵磨合需時
跟曼聯一樣，近三場熱身賽僅一勝的
李城也要殘陣作戰，前鋒占美華迪和盛
傳是曼聯目標的中堅哈利馬古尼因世盃
延遲歸隊而難候命。這支上季第 9 名的
2016 年冠軍，今夏高價出售馬列斯後大
灑金錢補回翼鋒拉治迪基素爾、諾域治
攻中占士麥迪臣和波圖翼衛列卡度彭利
拿等將，惟新陣容也需時磨合，是戰客
場環境下爭分難度仍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法甲開鑼
馬賽
「圖」
搶攻

另方面，英國廣播公司近日邀請了包括舒利
亞、伊恩胡禮、古列治、恩斯和基昂等英超名宿
預測來季排名，統計得出的積分，曼城將可成功
衛冕，利物浦會排第 2，緊隨其後是曼聯和熱
刺，阿仙奴及車路士則繼續前四不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 普巴在頭髮
上加上兩星圖
案。 網上圖片

普巴返球會又變「髮」
保羅普巴隨法國隊贏得世界盃冠軍後延長休
假，這員近日歸隊報到的中場球星盛傳希望加盟
巴塞隆拿，不知此舉是否施壓要求加薪，還是對
現有戰術安排不滿，但確實他已跟領隊摩連奴來
了一次直接面談。普巴上季尾已疑似有怠工的態
度，而世盃期間揚言「不搞髮型，集中踢好波」
的他，昨日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在後腦頭髮加上
兩星圖案慶祝法國奪冠的片段，似乎「愛變髮」
的他回到球會又故態復萌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 皮耶上季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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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日耳門的豪華三叉戟有望繼續開火，不過
他們要到當地時間周日才會亮相。至於法國甲組足
球聯賽新一季揭幕戰則會由馬賽搶先出擊，主場面
對上季驚險留班的圖盧茲，誓必搶攻爭頭彩。
（now639台周六2：45a.m.直播）
馬賽上季以第 4 名完賽，在歐霸盃則殺入決賽，
但在皮耶受傷下，遭馬德里體育會大勝 3：0 奪冠。
落選今屆世界盃法國大軍的皮耶，在國腳泰奧雲和
守將阿爾拉米遲歸隊或仍難披甲之下，將要擔起重
任領軍進攻。馬賽今夏從薩爾斯堡簽入克羅地亞年
輕國腳中堅卡拉達卡爾，望為球隊增添些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雷霆球星韋斯布魯克
雷霆球星韋斯布魯克((左)跟衛冕總冠軍勇
士前鋒杜蘭特揭幕戰率先拗手瓜。 美聯社
士前鋒杜蘭特揭幕戰率先拗手瓜。

大帝聖誕日領湖人挑戰勇士
至於聖誕日戲碼亦是 NBA 一年一度的重頭戲，當
日雷霆會跟由夏頓領銜的火箭過招，兩軍都是西岸最
有力可挑戰勇士的勁旅，而且安東尼即將加盟火箭，
屆時有望對撼舊會。聖誕日另一場大戰，則由勇士對
決洛杉磯湖人。湖人上賽季表現低迷，今夏邀得「大
帝」勒邦占士加盟，為這場聖誕大戰增添更多話題
性。勒邦在舊會克里夫蘭騎士，近年多番在總決賽對
上勇士，其中上賽季以 0：4 大敗。如今在湖人擔大
旗，肩負帶領湖人重拾佳績的重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短訊

■勒邦占士能否
帶領湖人走出低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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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新時代換標誌

古天奴變巴塞7號仔

風光一時的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新球季有
C．朗拿度來投加盟祖雲達斯，意甲球迷也寄
望他可成為生招牌，幫助聯賽重拾輝煌。意甲
賽會昨天也公佈了新的標誌，用色大致與之前
相同，形狀則變為意甲「Serie A」的A字。

西甲豪門巴塞隆拿昨天公佈了新球
季波衫號碼，菲臘比古天奴從 14 號
改穿阿達杜倫離隊後空出的 7 號球
衣，這號碼費高、軒歷拿臣、大衛韋
拿等一代名將也穿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