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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於今屆開始使用 VAR（視像助理裁判）協助執
法，而在香港時間周日凌晨曼城主場對熱刺的大戰中，
VAR 終於對戰果起了關鍵作用，球證經視像助理裁判協
助下，把加比爾捷西斯在補時的入球推翻，「藍月亮」
最終只能以 2：2 賽和熱刺，令領隊哥迪奧拿十分無奈。

補時絕殺熱刺被 VAR 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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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帥：規則令人難以捉摸
曼城是役佔得主導權，只是史達寧和阿古路雖分
別入球協助球隊領先，但卻被熱刺的拉美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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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卡斯莫拉先後入波扳平。直至補時階段，後備入替
的加比爾捷西斯在門前射入，替球隊再度領先，但球
證此時卻收到場外視像裁判消息，要使用 VAR 回看
曼城入球是否有效，結果 VAR 判定曼城守將拿樸迪
於入球前曾犯手球，入球改判無效，兩軍只能握手言
和。
賽後，曼城領隊哥迪奧拿自然非常無奈，曾表示支
持使用 VAR 的他，就認為 VAR 目前欠缺貫徹性：
「我認為VAR的使用規則必須作一些修正；例如利物
浦門將阿祖安卡斯迪路，在歐洲超級盃撲出那記 12
碼，其實違規沒有站在球門線上，但 VAR 卻沒有使
用。此外，上季歐聯我們被熱刺淘汰時，VAR說路蘭
迪那個不算手球，但今次又說拿樸迪是手球；還有，
上半場我們的中場洛迪卡斯簡迪明顯在對手禁區被侵
犯，VAR又說那不是12碼，這真的令人無所適從，但
無論如何，我們也只能接受現實，努力前進。」
另一方面，曼城前鋒阿古路是役被換出時，與哥迪
奧拿似乎有些口角，後者賽後就作出解釋：「在我們
失掉的那球中，那個角球，我對他感到失望，但我們
之後有所交流，就是這樣。我非常愛他。」

阿祖安犯錯
利物浦險勝修咸頓
利物浦於周六英超有門將阿祖安卡斯迪路犯
錯，最後作客僅能以 2：1 險勝修咸頓，幸運全
取3分。
有正選門將艾利臣比加缺陣的利物浦，是役先
後憑沙迪奧文尼和羅拔圖法明奴各建一功領先兩
球，眼看穩得 3 分之際，代替比加上陣的「紅軍」
門將阿祖安卡斯迪路，卻發生傳送失誤被倒戈的丹
尼艾格斯射入「破蛋」，若非後者之後接應傳中射
斜，修咸頓甚至可以扳平比分完場。
雖然阿祖安出現如此重大失誤，但領隊高洛普賽後
卻沒有怪責他，更開起玩笑來：「阿祖安表現很出色，
和艾利臣比加上季一樣，我猜阿祖安因此也想效法比
加，以犯錯來令比賽刺激一點。」此外，高洛普亦認為
今場贏得驚險和過去周中出戰過歐洲超級盃無關，並對
球隊上半場演出印象深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普捷天奴：我愛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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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隊中場

丹當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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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蒙特大勝奧格斯堡開勝門

此外，曼聯今夏引入了哈利馬古尼和雲比
沙卡，防線好像有所增強，但小將麥湯米尼和
保羅普巴的中場組合，卻明顯未能起到屏障作
用，是役面對狼隊的壓迫大有機會出現失誤，
因此狼隊還是值得被看高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莫迪歷染紅 皇馬擊敗切爾達
在西班牙時間周六進行的西甲
首輪比賽中，皇家馬德里作客以
3：1 擊敗切爾達。皇馬球員莫迪
歷在比賽中吃到紅牌，賓施馬、
卻奧斯和盧卡斯華斯基斯分別為
皇馬建功。
賽季開始前不斷傳出轉會傳聞的
威爾斯球星加里夫巴利代表皇馬正
選出場，開場僅12分鐘他為賓施馬
送出助攻，後者攻入皇馬新球季聯
賽首球。第56分鐘，莫迪歷對丹尼
斯蘇亞雷斯犯規，被紅牌罰下。第
61 分鐘，卻奧斯遠射得手，皇馬
2： 0 領 先 。 比 賽 結 束 前 10 分 鐘
時，後備入替球員盧卡斯華斯基斯
再入一球將比分擴大為3：0。補時
階段，切爾達球員伊卡盧沙達「破
蛋」，比分鎖定在3：1。

曼聯後衛

雲比沙卡

狼隊主場斬妖除魔
英超於香港時間周二凌晨
安排獨腳戲，由狼隊於主場
迎戰曼聯。兩軍於上季三度
碰頭，結果狼隊全數佔得上
風，今屆再度對決，面對改
變其實不大的「紅魔鬼」相
信依然有力搶分。（now621
台周二3：00a.m.直播）
狼隊上屆除了在兩輪聯賽外，還於英格蘭
足總盃主場遇過曼聯，結果狼隊兩次主場出擊
均能擊敗紅魔鬼，而就算作客亦能逼和對手，
甚有「格食格」的味道。陣容方面，狼隊未有
傷停報告出現，而主力如魯爾占美尼斯和迪亞
高祖達，也在過去周中主場 4 球淨勝佩歷克的
歐霸比賽獲輪換，是役必有足夠體力出擊。
至於狼隊領隊紐奴辛度，賽前就要球員忘
了上季的對碰：「上季已經過去了，我們今仗
必會遇上巨大考驗，因曼聯擁有出色的陣容；
幸而球隊擁有主場優勢，相信會帶來幫助。」
曼聯在上周英超首輪比賽主場 4 球淨勝車路
士，但球隊於陣上演出完全被比下去，若非對
手曾射門中柱，更因衝動先輸 12 碼，曼聯其
實未必可以贏波。事實上，曼聯今季前場人腳
沒有太大改變，從對車路士比賽所見，球隊的
進攻依然是雜亂無章，如狼隊守將能沉住氣保
持穩定，紅魔要入波有很大難度。

至於得益的熱刺，其領隊普捷天奴賽後就表示自己
愛上了 VAR：「我開始愛上 VAR 了，由於球賽以前
一直沒有VAR，所以我們會有點難適應，但這是現代
足球必須習慣的事，今天我們從 VAR 得益了，這很
好。」此外，普帥亦被問到有關球員離隊的問題，這
位阿根廷籍教頭就謂：「雖然英超轉會市場已關閉，
但歐洲市場仍在開放，我也不知是否有人會走，但我
們會做好任何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切爾達隊長伊亞高艾斯巴斯在
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在對方 1：
0 領先時本有機會扳平比分，但我
錯失了機會。後來他們雖有一位
球員被逐，但表現卻反而變得更
好了。」
皇馬隊長沙治奧拉莫斯則表
示，這是新球季的很好開始，球
隊終於可以從流言蜚語中解脫出
來，沉下心開始專注於比賽。
在當日進行的其他幾場比賽
中，皇家蘇斯達最後時刻射入 12
碼，作客以 1：1 逼和華倫西亞；
馬略卡 2：1 戰勝伊巴，成為當日
唯一獲勝的主場球隊；雷加利斯
0：1 不敵奧沙辛拿，維拉利爾與
CF格蘭納達4：4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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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 2019 至 2020 球季日前進行了首輪的 6 場
比賽，其中多蒙特主場以 5：1 大勝奧格斯堡，
柏高艾卡沙獨中兩元；雲達不來梅主場以 1：3
不敵杜塞爾多夫。
奧格斯堡本季出師不利，在德國盃首輪就意外
地被第四級聯賽球隊華爾以2：1淘汰。此番客場作戰，開場第1分鐘
他們中場搶斷之後連續傳遞，打出精妙配合，最終由尼達列治拿在小
禁區內先開紀錄。然而，兩分鐘後多蒙特就扳平。馬高列奧斯橫傳被
奧格斯堡門將古碧用腳碰了一下，跟進的柏高艾卡沙輕鬆射入。
第 51 分鐘，韋素右路突破後底線傳中，皮球落到後點，查頓辛
祖射門得手。多蒙特 2：1 反超。第 57 分鐘，古碧出擊失誤，柏高
艾卡沙助攻馬高列奧斯射空門得手。第 59 分鐘，柏高艾卡沙個人
梅開二度。第 81 分鐘，韋素在禁區外斜傳，祖利安白蘭特在禁區
內接應直射破網。全場比分最終定格在5：1。
另一方面，不來梅主場遭遇潰敗。比賽第 36 分鐘，杜塞爾多夫
先開紀錄。簡倫卡拉文禁區右側送出倒三角回傳，門前跟進的洛雲
軒寧斯得球後左腳抽射得手。易邊再戰第 47 分鐘，祖漢斯艾格史
甸頭球攻門得分，幫助主隊扳回一球。但客隊在 52 分鐘和 64 分鐘
時，由卡拉文和卡恩阿耶漢各建一功，最終將比分鎖定3：1。
■新華社

長話
短說
祖高域辛辛那提網賽四強出局
在日前舉行的辛辛那提網球大師賽中，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
於準決賽以 1：2 不敵俄羅斯選手梅德韋傑夫，無緣決賽。決賽
中，梅德韋傑夫將對陣來自比利時、職業生涯首次晉級 ATP 大師
賽單打決賽的16號種子戈芬，後者以6：3和6：4淘汰法國好手加
斯奎特。
■新華社

帝王後衛霍斯退出美國男籃

路透社

美國男籃前日啟程飛赴澳洲進行男籃世界盃開賽前最後的訓練熱
身，不過 NBA 帝王隊後衛迪艾朗霍斯並沒有隨隊前往澳洲，他也成
為最近一位退出美國男籃的球員。在日前美國隊以90：81擊敗西班牙
的熱身賽前，効力火箭的杜卡就因為腳踝傷勢宣佈退出。此次霍斯離
開球隊並沒有向外界公佈原因，他的離開也意味着美國男籃目前陣中
僅剩下13名球員，比12人報名名單只多1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