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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周一雖以1：0小勝熱刺重奪榜
首，不過球隊演出卻難以令人滿

意，若非熱刺下半場多次門前失機，
曼城未必可以全身而退。阿古路及
大衛施華等主力出現疲態，主帥
哥迪奧拿勢將在今場對富咸的
聯賽盃大幅度輪換。曼城板凳
兵質素一向出眾，幾近擁有
兩套世界級人腳，例如加
比爾捷西斯與利萊辛尼
等好幾位年輕星將上
仗分別踢後備及沒
有上陣，是役
可以十足體
能 進 攻

敵陣。
曼城18歲青訓中場菲爾科頓於上圈聯

賽盃貢獻一射一傳，雖然今季聯賽上陣機
會不多，不過他的優厚潛質早已獲得歐美
足壇的肯定，有報道指意甲霸主祖雲達斯
也對這位天才小將虎視
眈眈，有意以超過
17萬英鎊的周薪
引誘科頓來投，
相信受到外界注
視下科頓將
不會浪費
每次上陣
的機會。

兩軍上位小將爭表現
作為升班馬的富咸今季表現未見驚

喜，聯賽只列第18位要為護級努力，
28 個聯賽失球更是英超守力最

差，面對曼城的強橫攻力實
在更難樂觀。

富咸上圈聯賽
盃擊敗米

禾爾曾派上年僅15歲的小將哈維艾利
諾後備登場，這位打破為富咸一線隊
最年輕上陣紀錄的中場被視為球會重
點栽培的新人。富咸主帥祖簡奴域睇
好哈維艾利諾將來必成大器：「哈維
傳球具質素，亦有不俗的速度，相信
前途無可限量，希望他能在高水平的
比賽繼續證明自己。」縱使今仗極大
機會只列後備，但相信哈維艾利諾假
如有機會落場，必會盡全力盼讓球迷
留下深刻好印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輪 換 人 腳 陣 容 仍 豪 華曼城
日前英超作客擊敗了熱刺的曼城周中再度出擊，於英格

蘭聯賽盃主場與另一支英超隊伍富咸爭入8強。牌面上看

來強弱懸殊，曼城即使是輪換人腳陣容仍然豪華，今仗

過關難度不大。而今仗也有着另類看點，菲爾科頓及哈

維艾利諾兩位明日之星有可能於今場上陣對壘，繼續為

自己拚盡爭出頭。（本港時間周五3：45a.m.開賽）

美國職籃（NBA）聖安東尼
奧馬刺昨日證實，明年3月份
將為阿根廷球星贊奴比利的
20號球衣退役。此外，國際
籃協宣佈，前NBA和美國籃球
隊傳奇高比拜仁，成為2019
年籃球世界盃的環球大使。至

於昨日常規賽，經歷六連敗兼炒主
帥的克里夫蘭騎士終於開齋。
馬刺表示，會方明年3月28日對騎士一戰

會為贊奴比利舉行高掛球衣的儀式。贊奴比
利共為馬刺効力16年，期間共上陣
1,057場，場均13.3分，幫助球
隊拿下四個NBA總冠軍，
並在2005年和2011年入
選NBA全明星陣容，
也是馬刺隊史上的攔
截王和最佳三分球投
手。他和勒邦占士是
NBA 僅有在季後賽突破

3,000分和300個三分球的隊員。這位41歲阿
根廷名將今年8月宣佈退役。

高比攜手姚明任籃球世盃大使
國際籃協同日宣佈，2019年世界盃由高比

拜仁擔任全球大使。據了解，高比將攜手姚明
幫助宣傳、推廣這項籃球界盛事，並參與相關
系列活動。

火箭四連敗 騎士終開齋
昨天NBA常規賽，克里夫蘭騎士在勒邦
占士今夏離隊後經歷開季六連敗兼
主帥路爾下台，今仗主場以136：
114戰勝鷹隊，終於開齋。騎
士今仗有7人得分上雙，其中
路尼賀特攻入全隊最高的26
分。火箭主場85：104不敵
拓荒者，四連敗，周琦最後
1分鐘為火箭登場上演雙手入
樽。 ■新華社/中新社

馬刺將高掛贊奴比利球衣

雖然足球壇最高榮譽之一的
金球獎尚未揭盅，不過另一大
獎「金足獎」得主已於昨日出
爐，効力巴黎聖日耳門的烏拉
圭前鋒卡雲尼力壓兩大「球
王」美斯和基斯坦奴朗拿度
（C朗）獲獎，可在摩納哥的
「冠軍大道」留下足印。

金足獎選舉始於2003年，
這個由摩納哥王室贊助的獎項
旨在表揚28歲以上的現役球
員，由傳媒
組成的評審
團 選 出 10
名候選者，
並通過網上
投票選出得
獎者，獲獎
球員可在摩
納哥的「冠
軍大道」留
下足印。每
位球員只能
獲獎一次，
今屆金足獎入圍者包括美斯、
C朗及阿古路等球星，但協助
克羅地亞得到世界盃亞軍的莫
迪歷則未有入選。最終31歲
的烏拉圭前鋒卡雲尼力壓同儕
當選，他上賽季各項賽事為巴
黎聖日耳門上陣47次，斬獲
40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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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足協（FIFA）主席恩芬天奴昨日
在吉隆坡舉行的亞洲足協代表大會上致辭
時表示，FIFA依然在研究提前在2022年
卡塔爾世界盃擴軍為48隊的可能性。
2026年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

聯辦的世盃已落實擴軍，決賽周從目前的
32隊增加至48隊。至於擴軍計劃是否會
提前至2022年實施，恩芬天奴說道：
「我們正在研究，如果可能，為什麼不
呢？」他表示，對亞洲來說，擴軍至48
隊意味着參賽名額將從4.5個增加至8.5
個，這對球迷、投資領域有巨大影響。
「我們需要看這（擴軍）是否可能和可
行，我們正與卡塔爾和其他方面討論，希

望能夠落實。如果最終做不到，我們也肯
定已經努力過了。」 ■新華社

FIFA主席：世盃有可能提前擴軍

皇家馬德里日前免去盧柏迪古主帥
職務，由二隊主教練蘇拿利暫掌兵
符。根據最新外媒披露的名單，除了
干地外還有摩連奴、普捷天奴和馬天
尼斯，都是主席佩雷斯心儀的新教頭
人選。
前車路士冠軍領隊干地據報希望添

置守將以執行其三後衛戰術，這方面
跟皇馬管理層和更衣室的老大哥未能
達到共識，皇馬球員亦似乎不歡迎鐵
腕治軍的干地。不過，干地卻有可能
在下季頂替摩連奴執教曼聯，率隊改
善成績，這樣就很大機會成為摩佬回
朝皇馬掌帥的契機。
至於普捷天奴，由於熱刺興建新主

場耗資甚鉅，他若留任恐怕也要繼續
在轉會市場慳家度日，因此皇馬帥位
對他有一定吸引力，但難度在他今年
跟熱刺續的長約。比利時國足主帥馬
天尼斯，被指也進入了皇馬的選帥視
線。
談到摩佬，早前於英超逼和曼聯後

到摩帥面前做出挑釁動作的車路士第
二助教伊恩尼，被英足總判罰款6,000
英鎊（約6.2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傳干地伺機掌曼聯
摩佬返皇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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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寫下英超冠軍神話的李斯特
城幕後大老闆維猜，上周觀賽後乘坐
直升機離開皇權球場時發生空難，包
括維猜在內的五人死亡。李城確認本
周末英超將如期作客卡迪夫城，但由

於擔心球員在短時間內會對乘飛機產
生心理陰影，故會方決定改以陸路方
式前往比賽城市。
李城會方在維猜罹難後已安排心理

醫生替球員進行心理輔導，並推遲了
原定當地周二晚對修咸頓的聯賽盃比
賽。球隊確認周末英超對卡迪夫城將
會如期應戰。按照計劃，李城會乘坐
飛機前往作客卡迪夫城的比賽地，但
是由於老闆維猜是在空難中喪生，擔
心這短期內會對球員乘搭飛機產生心
理上的障礙，因此球會已經決定改乘
大巴前赴客場。

■綜合外電

李城周末如期比賽
棄空路作客

■■卡雲尼留下金足卡雲尼留下金足
獎腳印獎腳印。。 法新社法新社

■■上圈聯賽盃上圈聯賽盃
有波入有波入，，富咸富咸
是戰相信會續是戰相信會續
遣施路斯基士遣施路斯基士
堤扼守右路堤扼守右路。。

法新社法新社

■■盃賽是藍月射手加比爾捷西盃賽是藍月射手加比爾捷西
斯爭取表現的機會斯爭取表現的機會。。 路透社路透社

■■日前英超沒有落日前英超沒有落
場場，，曼城翼鋒利萊曼城翼鋒利萊
辛尼有望以十足的辛尼有望以十足的
體力應戰體力應戰。。 美聯社美聯社

■恩芬天奴(右)和亞洲足協主席艾卡拉法
出席亞洲足協的周年會議。 美聯社

■■摩連奴摩連奴((左左))與普捷天奴都被傳是與普捷天奴都被傳是
皇馬物色新帥的人選皇馬物色新帥的人選。。 美聯社美聯社■■高比拜仁擔任世盃高比拜仁擔任世盃

「「大使大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僧侶到李城球場致哀僧侶到李城球場致哀。。 美聯社美聯社

■上圈聯賽盃，
哈維艾利諾創下
富咸最年輕一隊
上陣球員的紀
錄。 路透社

短訊

近來狀態回穩的拜仁慕尼
黑，於德甲漸漸追回落後榜
首多蒙特的差距。昨日凌晨
德國盃第2圈，球隊正選11
人中只有右閘拿菲爾、中場
連拿度辛捷士和前鋒辛度華
拿是副選兵，但作客業餘球
隊羅丁豪森卻要艱難險勝2：
1。中場堤亞高艾簡達拿更因
傷離場，賽後證實他腳踝韌
帶撕裂需至少休戰數星期，
加上杜利素、京士利高文、

洛賓這些「十字軍」以及患
病的曉姆斯、謝路美保定跟
占士洛迪古斯，拜仁教頭尼
高高華的排陣煩惱絕對是有
增無減。

巴塞隆拿王
牌美斯由於右
臂受傷，已缺
席 了 兩 場 比
賽。原本估計
美斯需休養三
星期，不過距
受傷還不足半
個月的他昨日
已恢復操練，
對巴塞是一大
好消息。

■綜合外電

堤亞高腳踝受創 拜仁傷病滿營

提
早
傷
癒

美
斯
復
操

■■堤亞高艾簡達拿堤亞高艾簡達拿((左左))成為成為
拜仁的新傷員拜仁的新傷員。。 美聯社美聯社

■■馬刺傳奇球星贊奴馬刺傳奇球星贊奴
比利於上賽季結束後比利於上賽季結束後
退役退役。。 法新社法新社

■■菲爾科頓有望升菲爾科頓有望升
級英格蘭大國腳級英格蘭大國腳。。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