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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六大豪門
未來三周賽程
利物浦（現排第1）：
9月15日熱刺（英超／客）
9月19日巴黎聖日耳門（歐聯／主）
9月22日修咸頓（英超／主）
9月27日車路士（英聯盃／主）
9月30日車路士（英超／客）
10月4日拿玻里（歐聯／客）
10月7日曼城（英超／主）
車路士（現排第2）：
9月15日卡迪夫城（英超／主）
9月21日PAOK（歐霸／客）
9月23日韋斯咸（英超／客）
9月27日利物浦（英聯盃／客）
9月30日利物浦（英超／主）
10月5日維迪奧頓（歐霸／主）
10月7日修咸頓（英超／客）

■ 曼城未來數周賽程不算
難打，
難打
， 主帥哥迪奧拿或會
讓主將輪流休息。
讓主將輪流休息
。 法新社

曼城（現排第4）：
9月15日富咸（英超／主）
9月20日里昂（歐聯／主）
9月22日卡迪夫城（英超／客）
9月26日牛津聯（英聯盃／客）
9月29日白禮頓（英超／主）
10月3日賀芬咸（歐聯／客）
10月7日利物浦（英超／客）

經過接近兩周的國際
賽期後歐洲五大聯賽戰火重燃，
其中英超會緊接上演重頭戲利物浦對

熱刺（現排第5）：
9月15日利物浦（英超／主）
9月19日國際米蘭（歐聯／客）
9月23日白禮頓（英超／客）
9月27日屈福特（英聯盃／主）
9月29日哈特斯菲爾德（英超／客）
10月4日巴塞隆拿（歐聯／主）
10月6日卡迪夫城（英超／主）

熱刺。綜觀未來三星期六大豪門的賽程，
曼聯對手相對上較容易應付，有利於一班剛戰罷國際賽的紅
魔國腳趁機重拾狀態，奮力追分。開季四連勝的利物浦則要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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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仙奴（現排第9）：
9月15日紐卡素（英超／客）
9月21日禾斯克拉（歐霸／主）
9月23日愛華頓（英超／主）
9月27日賓福特（英聯盃／主）
9月29日屈福特（英超／主）
10月5日卡拉巴克（歐霸／客）
10月7日富咸（英超／客）

魔鬼賽程的考驗，勝負足以左右他們在聯賽及歐聯的爭霸形勢。

英超開季四輪，曼聯已輸了兩場，落後
榜首車路士、利物浦 6 分。國際賽期

後，他們之後的四個英超對手中（詳見
表），周日作客四連捷黑馬屈福特是較需
小心部署，其餘對手如韋斯咸跟紐卡素季
初表現都很低迷，相信袋走這 6 分機會甚
高，領隊摩連奴亦有空間可輪換兵源，應
付這前述兩仗之間作客華倫西亞的歐聯比
賽。另外，上周國際賽受傷的左閘勞基梳
爾據報已無大礙，或可趕及鬥屈福特。

的
浦闖關
路透社

是利物
■沙拿
器。
最強武

曼聯（現排第10）：
9月16日屈福特（英超／客）
9月20日年青人（歐聯／客）
9月22日狼隊（英超／主）
9月26日打比郡（英聯盃／主）
9月29日韋斯咸（英超／客）
10月3日華倫西亞（歐聯／主）
10月7日紐卡素（英超／主）

利物浦國際賽後失分率高
利物浦進入魔鬼賽程，聯賽對熱刺後歐
聯即硬撼巴黎聖日耳門，之後兩鬥車路
士，還有歐聯強敵拿玻里及英超盟主曼城
緊隨在後。憑藉穆罕默德沙拿、沙迪奧文
尼和法明奴的超級三叉戟發揮出色，紅軍
豪取四連勝，但三人才越洲為國効力，體

今夏長征8萬公里 孫興民不言倦

■孫興民領銜韓國勇奪亞
運男足金牌。
運男足金牌
。
美聯社

韓國球星孫興民今夏馬不停蹄，
先領銜國家隊出戰俄羅斯世界盃，
之後隨熱刺到美國踢熱身賽及英超
首輪賽事，再到印尼踢亞運賽，成
功勇奪金牌免除服兵役，還有上仗
回韓國對智利的一場國際友賽。有
媒體統計了孫興民今個夏天，為出

■ 禾高
禾高(( 右) 證實下身永久
癱瘓，
癱瘓
，今次是他意外後首
次跟傳媒見面。
次跟傳媒見面
。 路透社
「我再也不能走路了，」德國著名場
地單車手禾高 12 日在柏林召開新聞發佈
會時這樣說，「我想我要在別的領域去贏
得我的第12面金牌了。」這是她在6月受
傷後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線中。
今年 6 月，禾高訓練時與另一車手在賽
道中高速相撞，造成脊椎第七節斷裂進而
癱瘓，雙腿喪失知覺，不僅從此告別運動
員生涯，甚至不能再像平常人一樣跑步。

「這些也是單車運動的一部分，我
能活下來已是幸運了。」禾高這樣
說。
2009 年，禾高曾因嚴重車禍造成
多處骨折，在傷痛面前她並沒有軟
弱。2012 年奧運，她代表德國奪得
場地單車女子團體爭先賽冠軍，又
在 2016 奧運豪取女子個人爭先賽金
牌，另還獲得 9 次團體和個人賽事
的世界冠軍榮譽。「我還有什麼可
後悔呢？現在我必須找到下個目標了，」
禾高說，痛苦過後，生活還是要繼續。
現在醫生已允許禾高返回家中療養，
談到伴侶，她動情地說：「感謝他在我生
命中最艱難的時刻給我的支持和陪伴。」
她也表達了對所有關心和支持她的人們的
感謝：「當我從昏迷中醒來時收到了全世
界 的 祝 福， 那 時 的 眼 淚 是 幸 福 的。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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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甘斯(( 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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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斯，日
場更名揭幕。
場更名揭幕
。 路透社
前在法國
南部鄰近摩納哥的卡普代出席了一個儀
式，位於此地的一座球場被更名為「迪甘
斯體育場」，這也是繼之前在他出生地巴
約訥一座球場更名後，第二座以這位法國
隊主教練命名的球場。

韋少膝手術 NBA開季或缺陣
美國職籃 NBA 奧克拉荷馬雷霆昨天宣
佈，主將韋斯布魯克成功接受右膝關節鏡

手術，但未來 4 星期不能上場比賽，意味
韋少恐將錯過球隊新球季開幕戰。

曼城開季有 3 勝 1 和，國際賽期後三場
聯賽不難全取 9 分，歐聯跟聯賽盃的對
手也不算強，加上球隊板凳深度夠厚，
足可打好信心去迎接下月初對陣利物浦
的英超硬仗。相對於熱刺跟利物浦對壘
後歐聯還要碰上國際米蘭及巴塞隆拿，
車路士和阿仙奴則無須為歐聯分心，其
中車仔未來七戰除了兩撼利物浦，其他
比賽贏波難度都不高，是這支四連勝
雄師繼續打穩爭標基礎的一大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 韋斯咸球迷排
隊購票。
隊購票
。 路透社

英超是當今足壇最受歡迎的足球聯賽
之一，不過根據一家公司的數據資料，
部分球會入座率卻有存在水分之嫌，為
的是獲得更好的贊助。
英超入座率，有球會根據售票數量，再
按主場可容人數來得出；另一種是較多球
會正使用的方法，根據一家機構的電腦計

算觀眾入場票數，再按主場可容人數得
出。兩數據的差異，上季英超20隊中以韋
斯咸最大，這家倫敦球會以平均每場售票
量作根據，得出場均觀眾約為5.53萬人。
不過以入場票數來計，場均觀眾實際卻約
為4.28萬。英超冠軍曼城這數字也有14％
差距，曼聯兩數據則出入不大。■綜合外電

尼馬化身漫畫英雄圓兒時夢
國際比賽後法甲、德甲和西甲都
會於當地時間周五晚重開。法甲班
霸巴黎聖日耳門（PSG）主場迎擊聖
伊天（now639 台周六凌晨 2：45a.
m.直播），力爭五連勝。德甲，多
蒙特上輪客場失分後回師主場對陣
法蘭克福，誓要重響勝鼓（now670
台周六2：30a.m.直播）。

PSG超班可得「聖」
基利安麥巴比因推跌對手要從今
仗開始停賽 3 場，然而豪華三叉戟還
有尼馬和卡雲尼，以球隊開季 4 連勝
的超班表現，相信力足殺退暫得 1 勝
■ PSG 射 手
卡雲尼頭兩場
法甲都有入
球。 美聯社

短訊
再有球場以迪甘斯命名

曼城對手不強 車仔無須分心

英超入座率疑存水分

勤比賽而所乘的飛機航程就超過了
8 萬公里，足足是赤道圓周（約 4
萬公里）的一倍。不過，這位熱刺
射手於對陣智利的友賽後強調，自
己並非唯一需奔波踢比賽的球員，
「疲勞只是藉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炒車半身不遂 禾高樂觀面對

力消耗不細。事實上，自 2015/16 球季
以來，利記每次國際賽期後的聯賽都失
分頗多，平均只取得 1.67 分，遠低於曼
城的 2.41 分。連場硬仗在即，將是對利
記穩定性的重大考驗。

■尼馬成為漫畫主角。

網上圖片

3 和的聖伊天。尼馬昨日通過社交平
台公佈，自己成為了漫畫英雄，拯
救世界。據悉，這部以尼馬做主角
的漫畫，巴西球星的首個任務是要
解救被神秘組織擄走的妹妹。他
說：「我兒時有兩個夢想，是成為
職業足球員和超級英雄。很幸運我
能踢頂級水平的比賽，現在又有機
會透過新方式來講故事。」

多蒙特撲擊法蘭克福
同日德甲比賽，多蒙特開季大勝
RB 萊比錫後上仗作客被漢諾威悶
和，並趕在轉會市場關上前租借簽
入門將奇雲查普。法蘭克福上仗輸
給雲達不來梅，狀態一般，縱有攻
擊重心列比錫傷癒，但作客之下料
難抵擋馬高列奧斯等「蜂兵」的衝
擊。
剛以 2：8 大敗給巴塞隆拿的侯爾
斯卡，西甲獨角戲主場對陣開季兩
連敗的華歷簡奴（now632 台周六
3：0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只扣3分 基爾禾造假數獲輕判
意甲球會基爾禾因為在轉會中被指跟
切塞納造假數，外界原本估計恐被重罰
15 分聯賽積分，但昨晚意足總宣判，基
爾禾只被輕罰扣3分，另罰款20萬歐元。

七旬艾禾卡特繼續執教鞭
去年第三次回到祖
家荷蘭執教國家隊的
艾禾卡特，縱 70 歲之
齡仍不言休，昨日他
獲任命為荷蘭球會烏
■艾禾卡特
德勒支的新任教頭。
上賽季艾禾卡特執教過荷蘭另一家球會鹿
特丹施巴達。

大坂直美衣錦還鄉 想逛原宿坐過山車
日本 20 歲網壇新星大坂直美周日
創造歷史，在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
決賽擊敗美國名將細威，首度打進
大滿貫決賽便贏得金盃，成為首位
奪得大滿貫冠軍的日本選手。這位
人氣急升的網壇新秀近日回到出生
地日本跟球迷見面。
大坂直美父親是海地裔美國人、
母親是日本人，她在日本的大阪出
生，但 3 歲已與家人移居美國。今番

回到日本，被問到回到日本最想去
的地方，她說，想去原宿逛逛，也
想去東京巨蛋旁的遊樂場坐過山
車。她將參加 17 日起在東京舉行的
東麗泛太平洋網球公開賽。面對 2 年
後的東京奧運，她說，會努力希望
能拿下金牌。被問到回到日本時心
境，才坐畢長途飛機的大坂直美用
日文說笑道：「很想睡」，但強調
感覺非常幸福。
■中央社

■大坂直美成為日產汽車的
品牌大使。
品牌大使
。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