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3

體 育新聞

■責任編輯：梁志達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
2019年
2019
年 8 月 14
14日
日（星期三）
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

利記人強馬壯 車仔遭逢新敗

爭捧歐超盃 紅軍「士」氣高
4：1 大勝
在日前的英超首輪比賽，利物浦以
諾域治，車路士卻以 0：4 慘負於曼聯，在

利物浦以上屆歐洲聯賽冠軍盃王者身份，將於香港時間 15 日凌晨在土耳其硬撼歐霸盃冠軍車路
士，爆發歐洲超級盃的英超內戰。「紅軍」剛迎大勝，且上屆最強人腳仍然在陣，士氣高昂；反

歐超盃大戰前士氣此消彼長。不計開季的狀態，
上賽季英超兩循環對壘，得 1 和 1 負的車仔也是
落於下風，先後是主場踢成 1：1 以及作客淨負
0：2。
紅軍上季聯賽以高積分僅不敵曼城屈居亞軍，
在歐聯更擊敗多支勁旅登上冠軍頒獎台。令領隊
高洛普引以為傲的超級三叉戟，包括沙迪奧文
尼、羅拔圖法明奴和穆罕默德沙拿，以及後防定
海神針華基爾雲迪積克等等，一班冠軍骨幹星將
新賽季仍在陣中，其中沙拿和雲迪積克上輪聯賽
更是齊有「士哥」，人強馬壯。

觀「車仔」日前聯賽落筆打三更吞曼聯四蛋，今夏又因禁擴軍令而無法「補血」，看來經驗輸蝕
的領隊林柏特如欲拿到理想成績，還需花上一些時間和功夫。（有線 616 及 656 台、now643 台、
無綫 myTV SUPER 303 台周四 3：00a.m.直播）
■華基爾雲迪積克 利物浦後衛

■柏度洛迪古斯 車路士前鋒

禁擴軍令考起林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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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洛普證鋼門艾利臣休戰數周

車仔上屆英超以季軍完賽，球隊今夏更有進攻
核心夏薩特和後防大將大衛雷斯離隊，在被罰禁
增兵令之下只有上季簽入並於今夏外借收回的美
國翼鋒基斯甸普列錫這位新援補充。此外，重回
史丹福橋球場的林柏特之前從未有頂級聯賽執教
經驗，面對種種問題要他解決恐怕也得需花上一
些時間。
此番歐超盃賽前，「利記」左閘安德魯羅拔臣
揚言：「（不僅歐聯冠軍，）我們還想贏得更
多，但也知道是有困難。今仗是我們另一機會，
如果成功將是妙極的事。」車路士隊長兼右閘艾
斯派古達則鼓勵隊友說：「我們知道自己有能力
改進，要面對和負起責任，奮勇向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拜仁
「先租後買」
羅致比列錫
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昨天宣佈，克羅地
亞翼鋒比列錫以租借形式加盟。而就在十
數小時之前的德國盃足球賽首圈，拜仁就
以3：1輕取丙組球隊，順利晉級第2圈。
由於洛賓和列貝利的離隊，拜仁需要補
回翼鋒球員。據之前媒體報道，拜仁今次
簽入比列錫，租借費為單賽季 500 萬歐
元，拜仁擁有球員的買斷權，費用為2,000
萬歐元。比列錫今年 30 歲，是去年世界盃 ■拜仁昨日簽入比列錫
拜仁昨日簽入比列錫。
。
隨克羅地亞殺入決賽的主力成員。上賽季
意甲，比列錫奉獻了 11 個入球及 9 記助
攻，而在他 2015 年加盟國米之前，也曾於
德甲効力過多蒙特與禾夫斯堡。

德盃順利晉次圈
另一方面，一連四天的德國盃首圈昨日凌
晨結束，拜仁與多蒙特等強隊順利晉級，緬
恩斯與奧格斯堡兩支德甲球隊則被低級別聯
賽球隊掀翻。多蒙特作客以2：0戰勝德丙球
隊勒丁根，拜仁贏德丙球隊科特布斯3：1。
馬高列奧斯與柏高艾卡沙分別為多蒙特攻入
一球，而為拜仁建功的則是利雲度夫斯斯、
京士利高文和哥列斯卡。
■綜合外電 ■京士利高文
京士利高文((右)入球後和隊友擁抱
入球後和隊友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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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輝煌與遺憾 傳奇中場史奈達掛靴
「我已不再踢球了，我想要一個
可分享回憶的好地方。」當地時間
12 日，35 歲的荷蘭國家隊前中場核
心史奈達通過家鄉球隊烏德勒支發
佈的短片宣佈掛靴，帶着輝煌和遺
憾給自己十餘載的職業足球生涯畫
上句號。
史奈達出道於有造星搖籃之稱的
阿積士青訓營，在阿積士的5年和球
隊一起拿到荷蘭國內所有冠軍頭
銜。2007 年他轉投皇家馬德里，首
個球季幫助球隊衛冕西甲冠軍，但 2008/09 球
季他遭遇傷病困擾，內部矛盾也讓他成為犧牲
品。

2010年助國米成就三冠王
2009年史奈達被皇馬以低價送至國際米蘭，
儘管此時國米已由摩連奴執教，但當時球隊仍未
擺脫「球星黑洞」稱號。然而，在國米時卻是史
奈達最輝煌的時刻。2009/10賽季歐聯準決賽對
巴塞隆拿的首回合，史奈達破門扳平，隨後助攻

◀去年 9 月，史
奈達完成了他在
荷蘭國家隊的最
後一戰。
路透社

▼史奈達
2010 年 隨
國米勇奪歐
聯錦標。
美聯社

迪亞高米列圖破門，助國米兩回合以3：2淘汰
巴塞；決賽中他又兩送助攻，幫助國米時隔45
年後再登歐洲之巔。該賽季，史奈達隨國米還贏
得意甲和意大利盃冠軍，助國米成為首支奪得三
冠王的意大利球隊。
2010年世界盃，史奈達延續了自己在國米時
的佳態，奉獻5入球和1助攻，帶領荷蘭拿得亞
軍。惟後來受國米換帥和傷病等影響日走下坡，
2013年，史奈達轉投加拉塔沙雷，退役前還踢
過法甲尼斯和卡塔爾聯賽。
■新華社

羅利加入
「退隊潮」 美籃世盃組隊難
長話短說

傳美斯出面勸尼馬回巴塞
■尼馬

班牙《馬卡報》最新刊出的消息指，
巴塞「球王」美斯已給尼馬通過電
話，勸說這位舊隊友重返魯營球場。
巴塞昨日有另一壞消息，是新簽的後
備門將尼圖因左手骨折，需缺陣 6 至 8
星期。

文加拉正式加盟華倫西亞

尼馬今夏的轉會大戲備受關注，這
位相信已難望留効巴黎聖日耳門的巴
西神鋒，盛傳有機會重返巴塞隆拿或
加盟巴塞的宿敵皇家馬德里。根據西

西甲華倫西亞昨天證實，已從曼城
正式買下法國中堅文加拉。2016/17
賽季，文加拉曾經租借効力過華倫一
個賽季。2014 年，他是以 4,200 萬英
鎊轉會費從波圖加盟曼城，但近年不
受重用，上賽季甚至只在預備組上過
陣。

■羅利因傷退出美籃隊名單
羅利因傷退出美籃隊名單。
。 美聯社

當地時間 13 日，美國
男籃將在洛杉磯再為世界
盃集訓。就在開訓前夕，
上賽季美職籃總冠軍速龍
球員羅利宣佈因手指傷勢
退出此屆美國國籃隊。
從 6 月中美國籃協公佈 20 人
訓練營名單到首次訓練營開訓
前，退出這支國家隊的美職籃
球員數字已超過 10 人，這還不
包括 20 人名單公佈前就已確定
無意來華參賽的勒邦占士、史
提芬居里等人。雖說 NBA 大牌
棄戰國際籃協賽事或奧運已非
新鮮事，但美國當地媒體還是
紛紛將這屆美國隊稱為史上最
「水」夢之隊。初選名單中，

只有甘巴獲加入選了上賽季
NBA 陣容，且更是第三陣容；
有美媒指，這屆美籃的年輕面
孔中，沒有哪張已如 2014 年的
夏頓、居里般顯出星相。

NBA公佈新季賽程
另一方面，NBA 昨天公佈了新
賽季賽程，首輪比賽，當地時間
10月23日衛冕的速龍會在主場對
鵜鶘，快艇則在主場與湖人上演
洛杉磯打吡戰，兩隊還會在「聖
誕大戰」再交鋒，另外速龍也會
首次在聖誕大戰中亮相，主場對
陣塞爾特人；還有過去 5 屆季後
賽 4 次交手的勇士對火箭的戲
碼。
■新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