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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甲足球豪門巴黎聖日耳門（PSG）當地 8 日
發表聲明稱，由於尼馬未有如期向球會報到，無
故缺席當日球隊訓練，會方將對他採取相應措
施。PSG 體育總監李安納度甚至直截了當稱，只
要條件合適，這位巴西前鋒可以選擇離隊。但另
一邊廂，尼馬的父親兼經理人則解釋，有關延遲
歸隊的計劃早已告知 PSG。

8日
PSG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尼馬
本該加入球會的季前集訓，然

而他並未在約定的時間、地點出現，這
是未經事先批准的。會方對此深表遺
憾，並將會採取合適的措施。上月重回
PSG 體育總監之位的李安納度更直接表
明，只要出價條件能滿足各持份者，尼
馬是可以離隊的，「球員想離開一家球
會是很平常的，不代表是球會的恥

辱。」這位足球名宿直言不會強留這位
巴西後輩，「一支球隊要前進就必須駕
馭到球員，包括最重要的球員。」

父親兼經理人稱會方早知情
然而據巴西媒體報道，尼馬的父親兼
經理人山度士尼馬在採訪中透露，PSG
方面其實知道這位巴西球星會缺席。
「他缺席的原因球會早已知道，這是一
年前就計劃好的行程。他要去參加尼馬
學院的活動，我們沒法推遲它。尼馬 15
日會歸隊，就是這麼簡
單，也沒有那

訴

麼戲劇性，球會對此知情，而且也參與
了這個活動。」尼馬的父親說道。
2017年8月，尼馬由巴塞隆拿以2.22億
歐元的破世界紀錄轉會身價加盟 PSG，
然而由於諸多的問題打算今夏重回巴
塞，而巴塞副主席上月亦證實尼馬確實
提出過希望回巢魯營的意願。西班牙
《每日體育報》指，尼馬願意接受從
PSG 時期的約 3,600 萬歐元年薪，削減回
巴塞時期的2,400萬歐元。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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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馬 近
來可謂行衰運，在
美洲盃臨開賽前受傷因而
錯過隨隊主場捧盃的機會，
此外還有四宗訴訟纏身，前路
難行。
兩月前一名巴西女子指控，曾在
巴黎一酒店內遭尼馬性侵犯，數周前
尼馬才到警局作陳述。尼馬亦因
涉嫌逃稅 6,900 萬巴西雷亞
爾（約 1.4 億港元），在
巴西的多個房產遭凍
結。第三宗是尼馬
2013 年 從 山 度 士 轉
會巴塞隆拿時，持
尼馬 40％擁有權的

■尼馬的父親兼經理人
尼馬的父親兼經理人((左)，跟 PSG
主席艾卡拉菲關係要好。
主席艾卡拉菲關係要好
。
法新社

行

巴西
DIS 公司認
為他轉會費有被
「報細數」之嫌，被
隱瞞的部分通過人工、獎
金發給球員，DIS 故向尼馬、
巴塞和山度士追討 2,540 萬歐元
（約2.2億港元）。
第四宗是尼馬2017 年以付違約金方
式轉會 PSG，故巴塞要求尼馬歸還
850 萬歐元續約獎金，法國足總和國
際足協正調查此事，這爭拗亦成了尼
馬今夏回巴塞的絆腳石。前巴塞傳奇
隊長佩奧爾日前表示，假如有機會達
成尼馬回巴塞的轉會，大家都應向前
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日前美洲盃決賽
日前美洲盃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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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納度表明無意
挽留尼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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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費特沙夏
韋費特沙夏((左二
左二))為科特迪瓦射入奠
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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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非洲國家盃足球賽埃及時間 8 日於當
地進行了最後兩場 16 強比賽，突尼西亞
在 120 分鐘內與加納踢成 1：1，後經互
射12碼以5：4勝出。科特迪瓦依靠前鋒
韋費特沙夏的進球以1：0淘汰馬里。

突尼西亞對加納，戰至 73 分鐘才由赫
尼斯順勢一腳射門，球撞在右門柱上彈
入網窩，助突尼西亞領先。臨尾入替的
比杜維雖然「擺烏龍」累球隊被扳平要
踢加時兼互射 12 碼，最終突軍還是贏
5：4 驚險過關。另一場進行到 76 分鐘
時，科特迪瓦一次後場發動的快攻，最
後由効力英超水晶宮的韋費特沙夏一箭
定江山擊敗馬里。
8 強戲碼全部出爐，塞內加爾對貝
寧、尼日利亞對南非、科特迪瓦對阿爾
及利亞、馬達加斯加對突尼西亞。
■新華社

雷霆重建 傳韋少勢投熱火
美國職籃 NBA 奧克拉荷馬雷
霆幾乎確定步上重建，陣中頭號
主將韋斯布魯克預料也將離開。
美媒指出，邁阿密熱火有意找他
和畢拿搭檔，他本人也對此有興
趣。
將保羅佐治送到洛杉磯快艇，換回未
來5個首輪選秀權和前鋒加連拿利、阿歷
山大後，雷霆再把前鋒格蘭交易到金
塊，換回 2020 年首輪選秀權，球隊陸續
出清主力，形同宣佈進入重建。ESPN指
出，熱火是韋斯布魯克可能的新東家，
「韋少」本人也屬意加盟熱火與畢拿搭
檔。韋少在NBA的11賽季場均有23分、

紅魔抵澳洲集訓 普巴疑與連格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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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無緣參戰來屆歐洲聯賽冠軍
盃，已有消息盛傳保羅普巴「跳船」
心切。被認為言行和態度隨時會損害
球隊士氣，這位法國中場球星隨「紅
魔」抵達澳洲集訓第一天就發生了不

和諧的事件。
曼聯日前抵達澳洲備戰熱身
賽，隨即展開操練，球會也於
Twitter上載了一段短片，內容
是球員到訓練場時的情況，期
間球員都有說有笑。不過，一
個細節卻被球迷捕捉到，當時
普巴和馬迪爾走在前面，連格
和連迪路夫靠後，就在此時普
巴和連格疑似發生口角，兩人
看上去都頗憤怒，連格還作手
勢表示不滿，普巴回頭似乎準備有所
動作，連迪路夫見勢色不對及時搭住
普巴肩膊，才藉機拉開了他。
另一位據報轉會國際米蘭在即的比
利時前鋒盧卡古也有隨紅魔到澳洲，

「大聖爺」
返皇馬報到即挨噓

■韋斯布魯克的去向
備受關注。
備受關注
。 路透社
7籃板、8.4助攻，2016/17起連續三季締
造平均大三元的紀錄。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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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夫巴利在皇馬失
去球迷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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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大部分球員結束了休假
後都在日前返回球隊報到，相信會在
今夏離隊的「大聖爺」加里夫巴利抵
達訓練基地便遭到了球迷喝倒彩。
皇馬啟程前赴加拿大進行季前
賽，多名球員都根據要求回到訓練
基地報到，並接受操練前的體測。
然而巴利駕車駛到訓練基地時，卻
遭到現場的皇馬球迷的噓聲，相信
是不滿有報道指「大聖爺」收到高
薪挖角，希望達成買家「免費轉
會」的要求，被認為是損害皇馬利

■A 米總監馬甸尼歡迎拉迪高
歷(左)加盟
加盟。
。
AC米蘭圖片
AC
米蘭圖片
益。皇馬另一員中場艾斯高，則由
於二兒子快將出生，故獲准延遲歸
隊。

安玻里中場成A米第二簽
另一方面意甲消息，AC 米蘭落
實從安玻里簽入 25 歲的中場球員拉
迪高歷，轉會費約為 800 萬歐元。
高歷上賽季為安玻里上陣 34 次，貢
獻5入球6助攻。高歷是繼迪奧靴南
迪斯後，A米今夏的第二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但只要轉會成事便可能即時離營。至
於剛以自由身加盟巴黎聖日耳門的西
班牙中場安達靴里拉，近日則透露離
開紅魔是因為續約來得太遲，「當時
我已決定轉會」。

李城隊史價買斷泰利文斯
最新落實的英超
轉會，主要是李
斯特城以破隊史
紀 錄 的 4,000 萬
英鎊（約 4 億港
元），從摩納哥
■泰利文斯
買斷上賽季租借的
22歲比利時中場泰利文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長話短說

法國車手5年來首穿環法黃戰衣
結束在
比利時的
前兩個賽
段 爭 奪
後 ， 2019
年環法單
艾拉菲臘((右二
右二))身穿黃戰衣
車賽當地 ■艾拉菲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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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起進
入法國境內。快步車隊的法國車手艾拉菲
臘（Julian Alaphilippe）將賽段冠軍收入
囊中，從荷蘭車手特尼森手中奪過領騎黃
戰衣，是近 5 年來首身穿黃戰衣的法國車
手。當日第 3 賽段由比利時的班什到法國
的埃佩爾奈，全長 215 公里，艾拉菲臘在
最後 16 公里爬坡路段突然發力獨自領
騎，以 4 小時 40 分 29 秒摘得賽段冠軍。
他說：「以這種方式贏得賽段冠軍是開啟
環法征程的最好方式。」
■新華社

阿積士續約杜辛泰迪治
上季表現出色的荷甲阿積士昨天成功留
住於歐聯十分搶鏡的30歲塞爾維亞前鋒杜
辛泰迪治，續約到2023年。 ■綜合外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