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高域取得溫網奪冠後首勝

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美國時間13
日，於辛辛那提網球賽首輪中，以7：5
和6：1戰勝奎里，晉級第3圈。自上月

在溫網決賽激戰費達拿，32歲的祖高域
首次出現在賽場上。另「大威」在攝氏
31度的高溫下以6：3、3：6和7：6淘
汰了衛冕冠軍、荷蘭的梅頓絲，晉級女
單第3圈。 ■新華社

阿爾拉米遭馬賽解約
馬賽13日與後衛阿爾拉米解約。33歲
的拉米去年隨法國國足奪得世界盃冠
軍。馬賽未就今次解約給出官方解釋，
法國《隊報》援引消息時指出原因，拉
米上季尾缺席訓練，當時他聲稱自己有
傷，但同一天他卻參加了一檔電視綜藝
節目錄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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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三強今夏主要轉會
球員 年齡／國籍 司職位置 原屬／加盟球會 轉會費（歐元）

巴塞隆拿
轉入
基沙文 28／法國 前鋒 馬德里體育會（西） 1.2億

法蘭基迪莊 22／荷蘭 中場 阿積士（荷） 7,500萬

尼圖 29／巴西 門將 華倫西亞（西） 2,600萬

轉出
馬爾甘 22／巴西 翼鋒 辛尼特（俄） 4,000萬

施利臣 30／荷蘭 門將 華倫西亞（西） 3,500萬

安祖高美斯 25／葡萄牙 中場 愛華頓（英） 2,500萬

柏高艾卡沙 25／西班牙 前鋒 多蒙特（德） 2,100萬

丹尼斯蘇亞雷斯 25／西班牙 後衛 切爾達（西） 1,290萬

皇家馬德里
轉入
夏薩特 28／比利時 翼鋒 車路士（英） 1億

盧卡祖域 21／塞爾維亞 前鋒 法蘭克福（德） 6,000萬

艾達米列達奧 21／巴西 中堅 波圖（葡） 5,000萬

費蘭特文迪 24／法國 左閘 里昂（法） 4,800萬

洛迪高高斯 18／巴西 翼鋒 山度士（巴西） 4,500萬

轉出
高華錫 25／克羅地亞 中場 車路士（英） 4,500萬

馬高斯洛蘭迪 24／西班牙 中場 馬德里體育會（西） 3,000萬

迪奧靴南迪斯 21／法國 左閘 AC米蘭（意） 2,000萬

馬德里體育會
轉入
祖奧菲歷斯 19／葡萄牙 前鋒 賓菲加（葡） 1.26億

馬高斯洛蘭迪 24／西班牙 中場 皇家馬德里（西） 3,000萬

馬里奧靴莫素 24／西班牙 中堅 愛斯賓奴（西） 2,500萬

捷比亞 28／英格蘭 右閘 熱刺（英） 2,200萬

菲臘比 30／巴西 中堅 波圖（葡） 2,000萬

雷蘭洛迪 21／巴西 左閘 柏拉尼恩斯（巴西） 2,000萬

轉出
基沙文 28／法國 前鋒 巴塞隆拿（西） 1.2億

盧卡斯靴南迪斯 23／法國 中堅 拜仁慕尼黑（德） 8,000萬

洛迪卡斯簡迪 23／西班牙 中場 曼城（英） 7,000萬

謝臣馬田斯 24／葡萄牙 翼鋒 摩納哥（法） 3,000萬

高甸 33／烏拉圭 中堅 國際米蘭（意） 免費

桑法蘭托里斯 34／巴西 右閘 聖保羅（巴西） 免費

菲臘路爾斯 33／巴西 左閘 法林明高（巴西） 免費

巴塞隆拿上屆西甲一枝獨秀，以26勝9
和3負積87分的成績成功衛冕冠軍，

拋離第2位的馬德里體育會11分之多。展望
新賽季，入球重心美斯、蘇亞雷斯，中場靈
魂拿傑迪錫、布斯基斯，後防大將碧基、烏
姆迪迪，將會在主帥華維迪的帶領下繼續幫
助球隊爭取佳績。

巴塞人腳實力有增無減
今夏轉會市場，巴塞豪燒大約2.21億歐

元羅致得基沙文和法蘭基迪莊，加強中場控
球及造球的能力和補充板凳深度。不過，球
隊稍令人擔心的還是上季不時出現的防線
「漏水」問題，華維迪要在這方面作出改
善，才能在三線作戰下確保理想戰果。
皇馬自從基斯坦奴朗拿度（C朗）去年夏
天離隊後，在進攻時好像頓失可輸送的目
標，加里夫巴利又無法做好C朗繼任者的角
色，於是漸漸失寵。不僅如此，46個失球
更是頭五隊中最多，這與馬些路等老將表現
「跌Watt」，中後場的替補兵力不足不無
關係。

夏薩特成皇馬復甦希望
新加盟的夏薩特成為皇馬來季的新希

望，這位比利時鋒將在車路士時已展現神級
的突破和傳球技術。連同簽入之前的德甲鋒
線新貴盧卡祖域、年輕守將艾達米列達奧等
新兵，皇馬今夏買人便斥資超過3億歐元，
力求一洗上屆無冠頹風的雄心十足。
馬體會上季力壓皇馬拿得西甲亞軍，主

帥施蒙尼延續他在位多年的防守反擊踢法，
以及死球得分的戰術，因此入球數量在前列
球隊中依然不算突出。

馬體會防線年輕化
為彌補基沙文的他投，馬體會獲得大筆

資金換回葡萄牙上位新星祖奧菲歷斯。至於
防線方面，高甸、桑法蘭托里斯等幾位効力
球隊多年的老臣離巢，簽入捷比亞和靴莫素
可望為球隊做好年輕化工作，只是一時間防
線的大變動會否影響到使用多年的穩守戰
術，相信或會需一段時間磨合才可見到理想
效果。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西甲除了三大豪門，其他球隊在轉會市
場較積極的便要數華倫西亞與西維爾。兩支
球隊新季的目標，會先定在爭取前四名的歐
洲聯賽冠軍盃參賽權。
華倫上季38戰入51球失35球，並以第4

名完賽，取得歐聯入場券，發揮不俗。球隊
今夏讓尼圖轉會巴塞隆拿，並以3,500萬歐
元從對家球會簽入荷蘭門將施利臣，以及約
滿離開曼城的法國中堅文加拉，務求穩固好
防線一關；中場前鋒還有摩迪高摩連奴、干

度比亞和卓利舒夫，都是「蝙蝠
兵團」中具級數的戰將。第6名的
西維爾上季62個的入球數字，是
前六名球隊中第三多，球隊也是
爭前四的另一有力競爭者。
至於「升班馬」則有上屆西乙冠

軍奧沙辛拿、亞軍CF格蘭納達和
通過附加賽升班的馬略卡，誓要避
免做一季便跌回乙組的「升降
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新季開鑼在即 爭標實力大檢閱

2019/2020西班牙甲組聯賽明晨揭開戰幕，三大爭標勁旅都大灑金錢招兵

買馬。巴塞隆拿留住絕大部分上屆冠軍原班人馬，更有基沙文和法蘭基迪莊

加盟，實力有增無減。皇家馬德里得到夏薩特等球星來投，誓要一洗上屆無

冠頹風，重振聲威。馬德里體育會的新援祖奧菲歷斯，則有望成為「床單兵

團」的一路奇兵，幫助球隊一搔6年之癢。

三雄鬥燒錢 西甲起風雲

華倫西亞有力保前四

英 國 《 太 陽
報》昨天報道，
曼聯領隊蘇斯克
查為讓阿歷斯山
齊士（A 山）離
隊，據悉將會讓
這位智利前鋒下
放至預備組。

A山在曼聯隊中是高薪一族，
但自2018年1月從阿仙奴加盟以
來，只為「紅魔」入了5球。蘇
斯克查力求今夏將A山賣走，雖
然意甲球隊羅馬提出租借他，但
無意全額負擔其薪水，不過為了
減輕財政負擔，相信「蘇B」要
A山「脫魔」已是無法改變。英
國《太陽報》透露，A山近日甚

至在訓練時跟17歲新秀格連活特
爆發口角。無論如何，根據報道
稱A山將有可能被下放至預備
組，避免影響到一線隊的士氣。

曼城逃過被罰禁轉會
另一方面，曼聯的同市勁敵曼

城，在承認違反了有關與年輕球
員簽約的相關規定之後，會方逃
過了國際足協的禁止轉會處罰。
曼城違反了有關引進18歲以下國
際球員的限制規定，但是昨天幸
運地逃過了國際足協禁止轉會的
處罰，只被罰款31.7萬瑞士法
郎。今年2月，因為類似的違規
行為，車路士被罰禁止轉會 1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無立足之地？傳曼聯將A山下放預備組

法甲球會摩納哥昨天宣佈，從
西甲西維爾簽入法國前鋒賓耶
達，據報轉會費為 4,000 萬歐
元，而摩納哥將23歲中場朗尼盧
比斯加入到這宗轉會交易當中。
今年29歲的賓耶達在2010至

2016年効力法甲圖盧茲，2016
年轉投西維爾，上賽季他表現
出色，西甲聯賽35戰中攻入18
球及有9次助攻，合計代表西維
爾披甲138場，斬獲70個「士
哥」，位列隊史第四大射手。
由於西維爾今夏易帥，為鋒線
進行換血，賓耶達只能另尋出
路，最終選擇重返法甲。在法

國國足方面，賓耶達去年開始
入選大國腳，至今國際賽出戰
了4場，攻入1球。
西甲另一家球會愛斯賓奴，

則宣佈以 2,814 萬歐元的轉會
費，將隊中的26歲前鋒保查艾
利斯亞斯轉售予西甲另一家豪
門貝迪斯。艾利斯亞斯上賽季
以1,000萬歐元身價由切爾達轉
會到愛斯賓奴，成為球隊的絕
對主力，並以17個入球位列隊
內首席射手，與武磊合力幫助
球隊取得第7名的歐霸盃外圍賽
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賓耶達重回法甲投摩納哥

歐洲聯賽冠軍盃外圍賽
第3圈於昨日凌晨的次回合
角逐中，上屆四強分子荷
甲的阿積士主場以3：2擊

敗希臘PAOK，總比數贏5：4驚險晉
級。歐聯分組賽常客葡超的波圖卻爆冷
出局，近9個賽季中首次無
緣歐聯分組賽。
今夏有迪歷特和法蘭基迪
莊兩大主將離隊的阿積士，
儘管贏得上屆荷甲冠軍，然
而本屆歐聯仍要從第3圈外
圍賽打起。首回合作客踢成
2：2，令人擔心有出局的可
能，然而球隊在先落後一球
下連追三粒，最終以3：2險
勝過關，躋身正賽。不過，

夏季轉會期損失多名主力的波圖，是役
主場面對來自俄羅斯的卡斯洛達，上半
場卻竟先失3球，雖然追成2：3，但結
果仍無法挽回敗局，兩回合計踢成3：3
下輸作客入球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阿積士歐聯過關
波圖爆冷緣盡正賽

◀◀保查艾利斯亞斯保查艾利斯亞斯((左左))告告
別愛斯賓奴別愛斯賓奴。。 法新社法新社

■■馬體會新星祖奧菲歷馬體會新星祖奧菲歷
斯被寄予厚望斯被寄予厚望。。 路透社路透社

▲▲賓耶達賓耶達((右右))轉轉
戰法甲戰法甲。。

摩納哥圖片摩納哥圖片

■■阿歷斯山齊士在阿歷斯山齊士在
曼聯恐已無翻身的曼聯恐已無翻身的
機會機會。。 路透社路透社

■■祖高域回球祖高域回球。。 美聯社美聯社

■■曼城被罰曼城被罰
款款。。 路透社路透社

■■杜辛泰迪治杜辛泰迪治((右右))與薛耶與薛耶
治慶祝入波治慶祝入波。。 法新社法新社

■■「「蝙蝠兵團蝙蝠兵團」」門將新援門將新援
施利臣施利臣。。 華倫西亞圖片華倫西亞圖片

■■基沙文加盟巴塞基沙文加盟巴塞，，與蘇亞雷斯和美與蘇亞雷斯和美
斯合組斯合組「「GSMGSM」」鋒線鋒線。。 路透社路透社

■■夏薩特能否幫助到皇夏薩特能否幫助到皇
馬重振聲威馬重振聲威？？ 路透社路透社

長話短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