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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展開
新球季的備戰工作，
今晚將在澳洲珀斯作 2019 亞洲
之行的首站演出，與當地勁旅珀斯光
輝進行熱身賽。冀收復昔日霸主河山的「紅
魔」，這次派出強陣到訪澳洲，包括保羅普
巴、迪基亞、拉舒福特等星將都有隨隊，入
選大軍名單的還包括雲比沙卡和丹尼
爾占士兩員年輕新援。（now640

曼聯上賽季英格蘭超級聯賽得第
6名，傳奇教頭費格遜退休後6

台今晚 7：00p.m.直播）

年，4位主帥都無法領軍重登英超頂
峰。上賽季蘇斯克查中途接過兵
符，球隊曾經短暫復甦，惟臨近賽
季尾還是無以為繼，進攻欠戰術套
路、防守不穩的積患依然存在。球
■保羅普巴隨隊備戰
保羅普巴隨隊備戰，
，
隊今夏簽入兩位年輕新秀，包括威爾
神態輕鬆。
神態輕鬆
。
法新社
斯翼鋒丹尼爾占士和英格蘭翼衛雲比沙
卡，希望提升邊路攻防的速度和活力。
無緣參與下屆歐洲聯賽冠軍盃，較早
前西班牙中場安達靴里拉已轉投巴黎聖日
耳門。至於盛傳有意重返祖雲達斯的法國
中場球星保羅普巴，則有和射手拉舒福
特、中場連格和門神迪基亞等主力隨隊赴
澳洲備戰。今次大軍名單還有比利時「魔

獸」盧卡古在列，這位上賽季入球威力
大減的鋒將，消息指有機會轉赴意甲球
會國際米蘭。

操練上空現利物浦奪冠橫額
曼聯日前在澳洲作公開操練，吸引大批
球迷到場，惟球場上空卻出現了由小型飛
機拉起，以英文寫上「利物浦——6次歐
聯冠軍」的橫額。利物浦奪得上屆歐聯
冠軍及英超第2名，這訊息相信是在諷
刺戰績不振的紅魔。珀斯光輝是上屆
澳職聯常規賽冠軍，只是季後賽決
賽互射 12 碼僅負於 FC 悉尼，紅
魔有可能輪換副選練兵，故是
役也難言穩操勝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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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新秀布斯達上位在望
上賽季英超跟曼城鬥到最後屈居
亞軍，加上歐聯登頂，球迷都對他
們新賽季寄厚望。香港時間 12 日凌
晨利物浦季前首場熱身賽，結果作
客以 6：0 大破來季升上第三級別聯
賽英甲的燦美爾。
尼達利基尼先開紀錄，布斯達交
出兩入球及一助攻，哥迪斯鍾斯、
奧歷治、謝拉特表弟卜比鄧肯亦各

入一粒。「紅軍」主帥高洛普賽後
給予年僅 19 歲的布斯達高度評價，
承諾他來季有望獲得更多上陣機
會，「但一切仍取決於球員本
人。」紅軍多名主力因美洲盃及非
洲盃缺席，高洛普此戰陣容以小將
及副選兵為主，尾段有人受傷於無
人可換下甚至以門將客串前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英格蘭一代長人中鋒高
治宣佈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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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沙文在法國隊也是穿
7 號波衫
號波衫。
。
路透社

英格蘭國足一代著名長人中鋒高治，昨天
通過社交媒體宣佈了退役的決定。至於法國
現役攻擊核心基沙文，其轉會巴塞隆拿一事
昨日終於塵埃落定，並會接過7號球衣。
高治發表掛靴感言：「假如有人在我 17 歲
時告訴我，將有機會參戰世界盃、歐洲聯賽
冠軍盃決賽、捧走足總盃、收穫過百英超入
球，我怎樣也不會信的。這些的一切，讓我
夢想成了現實。」他亦對「幫助我達至如此
成就的所有人致謝。」
今年 38 歲的高治從熱刺出道，之後輾轉効
力過多家本國球會，2005 年從修咸頓轉投利
物浦，為利記上陣 134 場入了 42 球，隨隊於
2006 年勇奪英格蘭足總盃，及翌年的歐聯亞

軍。2008 年離隊後曾重回樸茨茅夫及熱刺，
職業生涯最長是 2011 至 2019 年在史篤城，
但球隊降班兼不受重用，上季加盟英超般尼
也是上陣寥寥。球會生涯以 735 場入 205 球
作結的高治，也曾代表英格蘭國足 42 次披
甲，22 度破網。隨着高治掛靴，其入球後的
招牌「機械舞」慶祝動作也成為絕唱。

基沙文終如願加盟巴塞
西甲方面，法國射手基沙文昨日終於如願
加盟巴塞，自行以1.2億歐元違約金買斷跟馬
德里體育會的合約。轉會後，據報基沙文會
繼續身披馬體會及法國隊中的 7 號球衣出
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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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少 基斯保羅互換東家

機械舞成絕唱 長人中鋒高治掛靴

■布斯達為利物浦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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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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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職籃（NBA）休斯敦
火箭和奧克拉荷馬雷霆進
行大交易，分別効力於兩
隊的頂級後衛基斯保羅和
韋斯布魯克互換東家。
據報，雷霆把韋斯布魯
克交易至火箭，並從火箭隊獲得基
斯保羅以及 2024 年和 2026 年的兩
個首輪籤，同時還獲得 2021 年和
2025 年的選秀權互換權利。這交
易意味着昔日雷霆「三少」中的夏
頓和韋少在火箭重新聚首，也意味
着火箭同時擁有了 NBA 兩大頂級
得分手，其中夏頓是 2018 年常規
賽最有價值球員，韋少在 2017 年
也曾獲此殊榮。他倆曾有 3 個賽季
同於雷霆做隊友，2012 年更領軍
闖入總決賽。
在雷霆另一位球星保羅佐治上周
加盟洛杉磯快艇之後，當地媒體便
開始猜測韋少的離隊只是時間問
題。曾經輝煌一時的雷霆將進入重
建，通過此前交易，雷霆獲得大批
未來的首輪選秀權。
今夏多筆轉會導致 NBA 新賽季
格局大變：速龍冠軍功臣李安納加
盟快艇，將與保羅佐治搭檔；湖人
從鵜鶘隊獲得大前鋒安東尼戴維
斯，後者將攜手勒邦占士幫助湖人
東山再起。前勇士球星杜蘭特和塞
爾特人後衛艾榮雙雙加盟網隊。
■新華社

英超亞洲盃袖標玩科技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

的全新袖標，是英超亞洲盃

微 上海報道）來華參加英

首次使用蘊含智能數字技術

超亞洲盃的紐卡素也公佈了

的球衣袖標。曼城、韋斯

參賽陣容，包括中場奇誠

咸、狼隊與紐卡素 4 支參賽

庸、舒維爾、拿修斯和門將

隊屆時將身穿有特定袖標的

杜巴夫卡等主力球員悉數在

球衣出賽。在英超亞洲盃一

列。

周時間內，南京和上海兩地

此外，據悉是次英超亞洲

將有一系列主題活動，展示

盃，球員將穿戴由全球知名

袖標中的智能技術。而球迷

標籤製造商艾利丹尼森設計

掃描袖標，就有機會贏得南

和與中國藝術家王志鈞合作

京、上海兩地比賽門票。

細威溫網決戰夏莉普
溫布頓網球賽今
晚女單冠軍戰，由
37 歲的「細威」莎
蓮娜威廉絲火拚年
輕10歲的夏莉普。（now670台
今晚8：30p.m.直播）
本次只列賽會 11 號種子的溫
網七屆冠軍細威，11 日輕鬆以
6：1 和 6：2 擊敗來自捷克的施
卓高娃，成為公開賽時代闖入
女單決賽最年長的球員，將衝
擊她第 24 個大滿貫冠軍。首闖
溫網決賽的羅馬尼亞名將夏莉
普去年在法網贏得個人唯一大
滿貫錦標，之前與細威 10 次交
鋒得 1 勝 9 負。牌面佔優的細威

■今屆澳網第 4 圈，細威
細威((右)
曾經擊敗夏莉普。
曾經擊敗夏莉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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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晉級後表示：「我非常期
待決賽到來，我現在仍做得很
好，每場比賽都在提高。」昨
日女雙比賽，中國的徐一幡與
加拿大達布洛夫斯基的組合，
以盤數 2:1 擊敗捷克的卡雷茨科
娃/辛妮亞柯娃，晉級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長話短說
非國盃決出4強
2019 年埃及非洲國家盃足
球賽，當地11日完成另外兩
場 8 強戰，阿爾及利亞與科
特迪瓦連同 90 分鐘及加時
30 分 鐘 共 120 分 鐘 只 踢 成
■阿爾及利亞射贏
阿爾及利亞射贏12
12碼過關
碼過關。
。 法新社
1：1，互射 12 碼阿爾及利亞
險勝 4：3 晉級，將與尼日利亞爭入決賽。突尼西亞以 3：0 終結以
黑馬姿態屢造冷門的馬達加斯加其神話之旅，4強會鬥塞內加爾。

哥斯尼拒隨阿仙奴踢友賽
効力了阿仙奴 9 年的法國後衛兼現役該英超球會隊長哥斯尼，由
於希望以自由身離隊，疑未獲管理層同意，故拒絕隨隊前往美國踢
熱身賽。
■韋斯布魯克
韋斯布魯克((白衫
白衫))與基斯保羅
與基斯保羅((右)
都是擔任控球後衛。
都是擔任控球後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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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加榮譽大拍賣 套現68萬鎊
因破產被迫出售昔日贏過的獎盃、獎牌等紀念品的前德國網球名
將碧加，因今次拍賣合計籌集得68萬英鎊的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