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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奴是狼隊新援之一摩天奴是狼隊新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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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華頓富咸成英超死線日主角

哈特斯菲爾德哈特斯菲爾德

今夏英超頭5位收購
球員 原屬 轉投 轉會費

阿列沙巴拿加 畢爾包 車路士 7,100萬鎊

馬列斯 李斯特城 曼城 6,000萬鎊

佐真奴費路 拿玻里 車路士 5,700萬鎊

艾利臣比加 羅馬 利物浦 5,580萬鎊

拿比基達 RB萊比錫 利物浦 5,000萬鎊

雖然剛從拜仁慕尼黑引入智利中場
維達爾，惟據西班牙媒體報道，巴塞
隆拿今夏不知不覺中已從出售球員一
途收回約1.2億歐元資金，除打破球
會歷季紀錄，亦令支出得到平衡。
根據資料，巴塞今夏出售了多位球

員，當中荷西保連奴以5,000萬歐元
回歸廣州恒大，阿歷斯維度以850萬
歐元重返西維爾，盧卡斯迪治尼、耶
利文拿分別以2,020萬及3,020萬歐元
轉投愛華頓，以及迪路菲奧以1,300
萬歐元加盟屈福特，計算下巴塞從中
收回約1.2億歐元。有趣的是，巴塞
今夏先後買入艾法亞美路（3,100萬歐

元）、基文迪朗格勒（3,500 萬歐
元）、維達爾（1,900萬歐元）及馬爾
甘（4,100萬歐元），花費正好亦是約
1.2億歐元，故不得不佩服管理層在財
務管理上實在十分精準。
然而，巴塞今季的賣人行動可能尚

未結束，據報巴黎聖日耳門繼尼馬之
後，有意再從巴塞引入法國國腳翼鋒
奧士文尼迪比利。值得一提，聖日耳
門在2015至16球季已曾試圖購入迪
比利，惟該法國球員被杜曹教練吸引
選擇加盟多蒙特，而杜曹現時正是聖
日耳門教練，因此迪比利獲巴黎青
睞，相信絕非空穴來風。 ■綜合外電

本季度英超夏季轉會窗已於本
港時間昨日凌晨結束，最終多支
名牌球會皆未有太多舉動；相反
愛華頓及升班馬富咸則趕於死線
前不停掃貨，成為轉會窗最後一
天的「雙主角」。
今季改由葡萄牙少帥馬高施華

領軍的愛華頓，於死線前作出3
個引援，包括從巴塞隆拿買入哥
倫比亞中堅耶利文拿，並從該西
甲班霸借用葡萄牙中場安祖高美
斯；此外「拖肥糖」亦免費簽入

上季効力薩克達的巴西鋒將貝拿
特，戰力看來得到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富咸亦於死線日出手

引入5位球員，當中包括馬賽的喀
麥隆中場森保安古沙及布里斯托城
後衛祖爾拜仁，並先後從西維爾、
曼聯及馬德里體育會，借用門將沙
治奧域高、守將科素文沙及前鋒韋
圖，而這亦令今季合共引入13位新
球員的富咸，成為首隊支出超過1
億英鎊增兵的升班馬。
總結今夏英超轉會窗，總花費

約達12億英鎊，在連續7年上升
下首度回落，至於「標王」則是
車路士向畢爾包以7,100萬鎊買入
的門將阿列沙巴拿加；而死線日
支出亦只有1.1億鎊，較去年的
2.1億英鎊為少。不過，英超今季
收購海外球員買人花費達8.8億
鎊，比去年7.7億鎊多，據分析應
該是與本土球員價格偏貴，以及
各英超球會皆有財力，只能花心
思從國外球會搶人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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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職 名古屋鯨魚 鹿島鹿角 今日5：00p.m. C603/C604

日職 神戶勝利船 磐田山葉 今日6：00p.m. C602/C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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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富咸 水晶宮 今晚10：00p.m. n622

英超 般尼茅夫 卡迪夫城 今晚10：00p.m. n623

英超 屈福特 白禮頓 今晚10：00p.m. n624

法甲 南特 摩納哥 今晚11：00p.m. n639/n714

英超 狼隊 愛華頓 周日0：30a.m. n621

法甲 里爾 雷恩 周日2：00a.m. n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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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季以升班馬之姿在英超獲第16名的
哈特斯菲爾德，於領隊華拿帶領下顯示
不俗的防守能力，更有爆冷勇挫曼聯的
紀錄。為了保持競爭能力，哈軍今夏共
有10名新援加盟，當中值得注意的球員
有摩納哥雙星迪亞卡拜、干路高，由史
篤城以570萬鎊加盟的埃及翼鋒拉馬丹索
希，以及由緬恩斯來投的丹麥門將祖拿
斯盧素，論戰鬥力必較上季有所提升。

華拿：護級是首要任務
事實上，哈特斯菲爾德季前友賽成績
不俗，近3戰連贏了里昂、博洛尼亞及
RB萊比錫，足證季初已有不俗競技水
平。領隊華拿就表示，球隊今季目標是
留在英超：「今季目標很簡單，就是留
在英超，看到兩支升班馬狼隊及富咸亦
可如此大舉增兵，可以預期今屆競爭會
更加激烈，但我們會盡力完成任務。」
上季贏得英足盃冠軍的車路士，今夏

選擇把領隊干地辭退，改從拿玻里找來
沙利領軍。人腳方面，「藍戰士」有意
大利國腳中場佐真奴費路、剛從畢爾包
以破世界門將紀錄購入的阿列沙巴拿
加，以及由皇家馬德里借用的中場高華
錫加盟，惟比利時鋼門泰拔高圖爾斯則
改投皇馬。可以預期，車路士球員對新
領隊的戰術必要時間適應，加上尼高路
簡迪及夏薩特等主將只是剛歸隊不久狀
態成疑，「藍戰士」是役出訪哈特斯菲
爾德未必可如預期般佔得上風。

沙利呼籲球迷給予時間
至於領隊沙利賽前接受訪問時亦呼

籲，球迷要給予他時間：「我很高興所
有參與世界盃的球員皆已回歸，令我可
以在周三首次集齊所有球員作訓練，惟
大家請等待2至3個月時間，我相信屆時
車路士將會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今夏完全沒有新兵加盟的熱刺，首輪
比賽將以原陣出征紐卡素，幸而「喜鵲」
內部亦是問題多多，衡量後熱刺仍值得看
高一線。（now621台今晚7：30p.m.直
播）
作為熱刺領隊的普捷天奴似乎接受了

沒有新援的現實：「球隊起新球場及訓練
場，費用接近10億英鎊，加上脫歐令成
本更為上升，因此沒有新兵是合理的。」
惟正如普帥之後補充所言，熱刺今季保留
了所有主力成員，只要他們能保持鬥志全

力作戰，熱刺仍是有不俗的實力。
相比普帥，紐卡素領隊賓尼迪斯明顯

更「頭痕」，雖然今夏引入了武藤嘉紀、
荷西朗頓、奇誠庸及法比安舒哈等新兵，
惟紐記高層根本不信任「肥賓」，世界盃
前竟被傳主動與西班牙足總聯繫，要把賓
尼迪斯送到西班牙國家隊任教，雖然最終
未有成事，惟這奇怪舉動已嚴重打擊內部
士氣，令積弱已久的「喜鵲」更難翻身，
今鬥熱刺難有甜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今夏積極增兵的狼隊與愛華
頓，將於本港時間周日凌晨碰
頭，預期雙方均需時磨合下，
有主場之助的狼隊該較為有
利。（now621 台周日 0：
30a.m.直播）
由於班主中國復星集團，與

超級經理人文迪斯關係密切，
故今夏確認升班後，狼隊便借
文迪斯之助引入魯爾占美尼
斯、摩天奴、魯爾柏迪斯奧及
莊尼卡斯度等球員，戰力急速
上升。只是太多新兵下狼隊也
需時磨合，幸好是役總算有主
場之助，球員心理該會較強。
與狼隊一樣，愛華頓今夏亦

大舉增兵，惟他們除了球員變
動，領隊亦變成了馬高施華，
換句話說就算舊球員也要再度
適應新戰術，磨合期可能較狼
隊更長，首輪賽事隨時陰溝裡
翻船。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活士PGA錦標賽暫列48位
本屆PGA高爾夫球錦標賽於日前完成

首日賽事，結果美國球手活蘭特以低標準
6桿成績，1桿之微力壓同胞科拿暫列首
位。至於大眾焦點「老虎仔」活士（見
圖）是日表現平平，只做出平標準桿成
績，與另外13位球員暫時並列第48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祖高域羅渣士盃被擯出局
剛贏得溫布頓網球賽男單冠軍的祖高域

（見圖），日前於加拿大舉行的羅渣士盃
16強戰，意外以1：2不敵年僅19歲的希
臘球手施斯柏斯被擯出局。至於賽事頭號
種子拿度，則以直落兩盤勇挫瑞士球手華
連卡，8強將遇上克羅地亞的施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短訊

巴塞狂賣兵回收1.2億歐元

「「士士」」日贏家日贏家
英超今晚會有多場首輪比賽上演，其中最受注目該是

人員大幅變動的車路士，作客對哈特斯菲爾德之戰。論

球員質素，作客的「藍戰士」自然較高，只是球隊始終

由新領隊沙利帶領，亦有新球員加入，在該隊磨合需時

下，近期友賽表現甚佳的哈特斯菲爾德，隨時有力借勢

爭取爆冷。（now621台今晚10：00p.m.直播）

狼隊變身無懼愛華頓

■維達爾（右上）已隨美斯等隊友進行操練。 美聯社

■■熱刺就算未能增兵熱刺就算未能增兵，，戰力戰力
仍於紐卡素之上仍於紐卡素之上。。 路透社路透社

車
路
士
門
將

車
路
士
門
將

阿
列
沙
巴
拿
加

阿
列
沙
巴
拿
加

哈
特
斯
菲
爾
德
前
鋒

哈
特
斯
菲
爾
德
前
鋒

迪
普
特
列

迪
普
特
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