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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意甲球會羅馬昨日宣佈，陣中 18 年忠臣迪
羅斯將於今年夏天離隊。
現年 35 歲、出身羅馬青訓的迪羅斯 2001 年
首替「紅狼」披甲，共上陣了615場，僅次於
前隊長「王子」托迪，而在托迪於 2017 年退

役後，迪羅斯還接過了隊長臂章。球會榮譽方面，迪羅斯
曾為羅馬贏得2006/07、2007/08球季意大利盃冠軍，以及
2007 年意大利超級盃。其職業生涯最大殊榮，當數協助意
大利贏得2006年世界盃冠軍。
羅馬主席柏洛達昨日於官網發文告別迪羅斯：「迪羅斯
過去 18 年來一直是球隊的核心，他全心全意為羅馬比賽，
使自己成為歐洲最好的中場球員之一。最後一輪聯賽對帕
爾馬，將是他最後一次身穿羅馬球衣比賽。我們尊重他
到其他球隊延續足球生涯的決定，如他決定回歸，羅
馬的大門任何時候都永遠對他敞開。」

國米割「禾」 保四勢佳

■比列錫
比列錫((左)助國米鎖定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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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另外，國際米蘭於香港時間周一凌晨的意甲比賽，主
場以兩球淨勝基爾禾，重返聯賽榜第 3 位，大有機會取得
來季歐聯入場券。國米是役憑藉保列坦奴和比列錫各建一
功全取 3 分，賽後領先第 5、6 位的羅馬及 AC 米蘭 4 分，餘
下兩輪比賽中他們只要再取 3 分，便可鎖定前四，參與來
屆歐聯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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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足協（UEFA）近期一直就曼城是否
違反多項財政公平政策的規定作調查，

主要的證據是源自一個足球揭秘網早前曝光
的一系列文件；該批電子郵件和曼城內部文
件顯示，曼城涉嫌通過與阿聯酋國家航空公
司（曼城球衣胸前廣告贊助商）等簽訂的虛
擬贊助協議，掩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國家支
持的投資公司注資，以避過歐洲足協的金融
公平競賽規則。一些 UEFA 官員早前曾表
示，如果對曼城的行為視若無睹，UEFA 的
名譽將會受損。

剛於英格蘭超級聯賽成功衛
冕的「藍月兵團」曼城，將有
可能被歐洲足協作出重罰。據
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報
道，涉嫌違反歐洲足協財政公

UEFA調查小組建議不准參賽一屆

平政策的曼城，有可能遭到嚴

據《紐約時報》日前報道，UEFA 官員兩
周前在瑞士召開會議，研究討論對曼城的處
罰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討論就是禁

懲，該支英超富豪球會甚至
將可能被判罰禁止參加
一屆歐洲聯賽冠軍盃
賽事。

■史達寧來季能否順利續戰
歐聯仍存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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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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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曼城參加 UEFA 的洲際級比賽，即歐聯賽
事；報道同時指出，UEFA 財政公平競技首
席調查員拉特馬將於日內交出報告，並建議
曼城需被判罰禁止參加一屆歐聯比賽。
事實上，UEFA 負責財政的官員早前一直
指控曼城、巴黎聖日耳門這些中東財團控制
的球隊，違反財政公平政策，但是曼城方面
一直否認指控，今年早些時候更曾發表聲
明，表明 UEFA 對他們關於違反財政公平政
策的指控根本完全沒有理據。

藍月若受處分 阿仙奴可望補上
根據報道，UEFA 已作出有關決定，但目
前仍未確定曼城的歐聯禁令是否會在緊接球
季生效，而曼城將獲得向體育仲裁法庭提出
上訴的權利。如曼城真的被禁止參賽，除了
影響他們來季的增兵計劃，今屆英超排第 5
位的阿仙奴，將可能獲補上參與來季歐
聯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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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聯決賽保安理由
利記可用主隊更衣室

■萬達大都會體育場的
主隊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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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
熱刺和利物浦將於下月在西班牙馬德里萬達大
都會球場合演歐聯決賽，惟熱刺賽前卻先「輸」
一仗，因被列為主隊的他們卻將被逼使用作客更
衣室。
歐洲足協早前宣佈熱刺被列為今屆歐聯決賽的
主隊，但由於他們球迷將使用北看台作為打氣專
區，基於保安理由，熱刺只能使用較接近北看台的
客隊更衣室。萬達大都會球場經理昨日表示：「球場
已經與球迷、馬德里與西班牙警方作好評估，計算好
球迷數量、出發路線與球迷會合點，考慮了各方因
素，利物浦球迷將使用南看台，熱刺球迷則使用
北看台。」
另一方面，熱刺領隊普捷天奴表示，在對
愛華頓煞科戰中途離場的中場主將迪利阿
里，將可在決賽上陣，「在對愛華頓賽
前，阿里已說感覺有點奇怪，結果上半場
表現很差，為保險計，我把他換走。我們將
檢視阿里的狀況，我認為不算大問題，他可能
只是疲勞而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西岸決賽首戰 杜蘭特未及傷癒
NBA昨日沒有賽事，而即將展開的
西岸決賽，金州勇士教練卡爾證實，
主將杜蘭特肯定不能出戰對拓荒者的
第 1 戰，甚或可能缺席未來更多比
賽。杜蘭特自從在對火箭的第5戰第3
節傷及右小腿後，一直養傷至今。卡爾教練
昨日透露：「他（杜蘭特）仍感到痛楚，還
未能踏進球場操練，首戰肯定缺陣……傷患
時間是可變的，很難說他何時可復出。」

靴里拉別魔吐真言：球員責無旁貸
長話短說

■靴里拉日前完成在曼
聯的告別戰。
聯的告別戰
。 法新社
今夏離開曼聯的西班牙中場安達
靴里拉日前接受訪問時直言，「紅

狀態
「大」
勇 強攻拉素爭捧意盃

禾高接過湖人教鞭
另一方面，湖人昨日宣佈，過往曾帶領溜
馬及魔術的教頭禾高，已落實成為球會新
帥。他表示：「這支球隊很有潛力，球員天
才橫溢，我對新球季滿有期待。」現年 45 歲
的禾高執教成績為 304 勝 291 負，5 度帶領溜
馬殺入季後賽，並於 2013 及 2014 年殺入東 ■湖人任命禾高接手執
岸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教球隊
教球隊。
。
法新社

魔」今季成績欠佳，「球員應負
75％責任，」不應只有前領隊摩連
奴負責。他又認為，蘇斯克查是帶
隊重建的正確人選，希望球迷能有
點耐性。

拿菲爾離巢 拜仁再有老兵告別
拜仁慕尼黑右閘拿菲爾昨日證
實，戰罷今季聯賽末戰及德國盃決
賽後將離隊，隨洛賓和列貝利兩老
兵齊齊告別安聯球場。這位今年 33

歲的巴西外援，2011 年從熱拿亞轉
投拜仁後較多扮演副選角色，隨隊
六奪德甲冠軍，包括 2012/13 球季
德甲、德盃和歐聯「三冠王」。

拿華斯 加里夫巴利勢難留皇馬
儘管高圖爾斯去夏加盟皇馬後把
關欠穩，但基羅拿華斯始終難以搶
回正選。日前有西班牙媒體指，這
位歐聯三連霸功臣門將今夏難逃隨
加里夫巴利雙雙被送走的命運。

■阿特蘭大前鋒杜雲沙
柏達暫居今屆意甲射手
榜第2
榜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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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素的鋒線核心恩
莫比尼。
莫比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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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素與阿特蘭大將於香港時間周四凌晨合演
意大利盃決賽。兩軍早前曾為爭奪聯賽前四鬥得
你死我活，但路遙知馬力，經過連場考驗後，阿
特蘭大現時穩守聯賽第 4 位，大有機會出戰來季
歐聯比賽；相反拉素現時已跌至第 8 位，在氣勢
此消彼長下，阿特蘭大是役值得看高一線。（香
港時間周四2：45a.m.開賽）
上次贏得意盃冠軍已是 1963 年的阿特蘭大，
今季在前國際米蘭、巴勒莫教頭加斯柏連尼帶領

下，一直穩佔聯賽榜前列，現更在聯賽榜排第
4。阿隊今季特點是進攻火力超強，聯賽至今 36
戰攻入 73 球傲視群雄，甚至連已贏得冠軍的祖
雲達斯（69 球）亦被比下去。阿隊今季可謂全
民皆兵，至今共有 14 名球員曾在聯賽取得入
球，主力殺手杜雲沙柏達已有 22 個「士哥」，
中場核心伊利錫亦有11個入球。
近況方面，阿特蘭大自從 2 月中作客不敵拖連
奴，至今已累積13場正式比賽不敗，近5戰全勝，
包括作客勇挫拿玻里及今仗對手拉素，連同首循環
聯賽阿隊亦以1球淨勝拉素，足證即使今仗在對家
的奧林匹克球場作賽，踢法上仍有力克制對手。

藍鷹今季相對欠穩定
在 2012/13 球季第六度捧得意盃的「藍鷹」拉
素，今季亦一直為來季歐洲賽資格努力，可惜演
出實在欠缺穩定，近8場聯賽得3勝1和4負，當
中作客下游球隊史帕爾及主場對基爾禾竟也全失
3 分，論表現及穩健程度明顯與阿隊有距離，而
拉素亦因此已跌至聯賽第 8；在此情況下，拉素
可能只有於今仗捧盃，才能拿得到來季歐洲賽的
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