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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有「李」
防守質素成分野

林柏特今夏回歸車路士作頂級
聯賽領隊，初試啼聲，至今三場
正式比賽依然未能打開勝利之
門。英格蘭超級聯賽當地 18 日
第 2 輪，「林伯」上任後首度返
回史丹福橋球場統兵出擊，結果
只能與李斯特城踢成 1：1，讓
主場球迷失望而回。「林伯」承
認下半場球隊的表現不盡滿意，
強調不希望車路士變成為踢進攻
波而漏洞百出的那種「有前無
後」的球隊。

■尼迪迪
尼迪迪((25
25號
號)頂破車仔大門
頂破車仔大門。
。 法新社

主場僅和李城 坦言車仔不能
「有前無後
有前無後」
」

統兵回家攻城

林伯未識贏
■車路士球迷展示印上「歡迎回家，超級法蘭克」的橫額。 路透社

由於被罰禁增兵一年，車仔今夏
除了外借結束收回的基斯甸普

列錫外便未有新兵加盟，但同時卻
有進攻靈魂夏薩特及後防大將大衛
雷斯離隊。班主艾巴莫域治找來車
仔元老林柏特回史丹福橋接替沙利
統兵，然而早有意見認為林伯欠缺
頂級聯賽執教經驗，恐未必能幫到「藍軍」解決燃眉
之急。結果一如所料，首輪英超吞曼聯 4 蛋、歐洲超
級盃互射 12 碼不敵利物浦，加上今番主場痛失兩
分，林伯上任三場仍一場未勝。

新秀蒙特搶鏡 首替一隊建功
■李城後衛莊
尼伊雲斯(左)在
美臣蒙特(右)身
圍。
前解
路透社

林伯回到史丹福橋球場，受到主場球迷的熱烈歡
迎，球迷在看台上掛出「歡迎回家超級法蘭克（林柏

特）」的巨大橫額，向這位在車仔効力了 13 年的傳
奇球星致敬。車仔亦取得好開局，第 7 分鐘就取得領
先，20 歲中場新秀美臣蒙特在李城禁區外，從尼迪
迪腳下搶得皮球，一腳地波施射令李城門將卡斯柏舒
米高措手不及，攻入個人首個一隊「士哥」。李城下
半場搶佔主動，戰至 67 分鐘，尼迪迪接應角球頭槌
破網扳成1：1。
林柏特賽後分析說：「我們上半場沒能把握住本可
領先兩三球的優勢，讓對手找到比賽節奏和反擊機
會。我不想己隊成為為踢進攻足球而卻又漏洞百出的
球隊，今場比賽也給球員們上了很好的一課。」這位
英格蘭前國腳同時對球迷表達感謝：「多謝球迷們，
但我來這裡是為了取勝，相信球隊來仗可做得比今天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A

高掛靴 計劃當教練

■林柏特依然一場不勝，難免會感到
失望。
路透社

■蘇恩古
蘇恩古((左)阻止譚美阿巴謙拿球
阻止譚美阿巴謙拿球。
。
路透社
自艾巴莫域治 2003 年收購車路士以
來，新上任領隊當中從沒有遭遇頭三場
比賽不勝。是役對李斯特城，車仔下半
場明顯走樣，雖然控球率跟對手各佔
50％，但射門 14 次對李城 12 次，傳球
450 次對客隊 449 次，這表現對主場作
戰的車仔來說算不上是合格。
大衛雷斯離隊加上魯迪格有傷，車路
士這三場都是由基斯坦臣和葛特蘇馬鎮
守中路，但球隊卻合共失了 7 球，防線
表現混亂成了爭勝的絆腳石。反觀去年
從德甲弗賴堡簽入後本賽季漸漸站穩陣
腳的李城 23 歲土耳其中堅蘇恩古，防
守時低級甩漏甚少之餘，第 62 分鐘後
場左路底線兩下假動作騙過車仔中堅艾
斯派古達，更看到了其過人的腳下功夫
和膽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 艾殊利高爾曾經協助車路
士 於 2009
2009//10 球 季 英 超 冠
軍。
路透社

前英格蘭國足左閘艾殊利高
爾（A 高）18 日宣佈退役，結
束其長達20年的職業生涯並計
劃從事教練工作。現年38歲的
A 高通過媒體宣佈退役。這名
為英格蘭國足上陣過 107 次的老將稱，
掛靴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
「現在是時候向前看了，我想成為一
名出色的教練，」A 高說。他在阿仙奴
展開職業生涯，短暫租借水晶宮後回到
阿仙奴並上陣超過 200 次，隨隊三捧英
格蘭足總盃和兩奪英超冠軍，是 2003/
04 賽季英超不敗奪冠的「無敵」戰隊
之一員。2006 年轉投車路士，在藍軍
共獲得四次足總盃冠軍，並在 2010 年
和 2012 年分別獲得英超和歐聯錦標。
2014 年離隊後，A 高先後効力過意甲球
隊羅馬、美國的洛杉磯銀河和英冠的打
比郡。
■新華社

新兵對辦 馬體會起
「菲」

長話短說

說：「希望這些舞龍表現之後可更常見
到。」另一場，武磊正選攻堅，但愛斯
賓奴主場以0：2不敵西維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辛辛那提網賽
年輕球手稱霸
■莫拉達
莫拉達((9 號)頭槌奠勝
頭槌奠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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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幫助球隊於主場以1：0擊退施亞拉。

歐聯附阿積士強攻尼科西亞

丹尼爾登場完美奠「聖」
在歐洲足球賽場闖蕩17年
後今夏返回巴西的36歲右閘
老兵丹尼爾（見圖），昨日
巴甲聯賽第15輪首度為聖保
羅上陣即射入一球，一箭定

■梅德韋傑夫奪冠
梅德韋傑夫奪冠。
。 法新社

在外圍賽第 3 圈有驚無險淘汰了希臘
PAOK，阿積士將在歐洲聯賽冠軍盃與尼
科西亞爭入正賽，明晨附加賽首回合阿積
士將挾荷甲兩連捷勢頭出訪塞浦路斯（有
線 616 及 656 台 、 now643 台 及 無 綫
myTV SUPER周三3：00a.m.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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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C為有線、n為now TV、T為無綫myTV SUPER。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美國當地時間 18 日結束的辛辛那提網
球賽，美國 24 歲名將姬絲擊敗俄羅斯老
將古絲妮索娃獲得女單冠軍。男單方
面，俄羅斯新秀梅德韋傑夫收穫了職業
生涯首個大師賽錦標。
本土作戰的 16 號種子姬絲以 7：5 和
7：6(5)擊敗古絲妮索娃，獲得本賽季第
二冠，個人排名將重回前十。姬絲說：
「這無疑是個最好的開始，我有信心可
在美網做得更好。」男單決賽，面對賽
會16號種子哥芬，梅德韋傑夫以 7：6(3)
和 6：4 勝出。在準決賽中，他擊敗了世
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而本站過後，23
歲的他世界排名將進入前五。
男單四巨頭再聚首本是辛辛那提站的
最大看點，可惜拿度選擇退賽，梅利首
圈出局，費達拿和祖高域則先後於 8 強
和4強止步。
■新華社

■姬絲在這項賽事首封后
姬絲在這項賽事首封后。
。 法新社

古天奴做「仁」 先租後買身價創隊史

昨日凌晨西班牙甲組聯賽首輪，上屆
亞軍馬德里體育會主場以 1：0 小勝基達
菲。
開賽 23 分鐘，新加盟的英格蘭右閘捷
比亞一記落點精準的右路傳中，莫拉達
小禁區頂衝頂破網。基達菲和馬體會上
半場分別有摩連拿利直接領紅和雷蘭洛
迪累滿兩黃被逐離場，形成下半場 10 打
10。頂着球會歷史最高身價來投的葡萄
牙前鋒新星祖奧菲歷斯在 55 分鐘個人表
演，中場右路帶球突破「舞龍」連過三
次防守球員，引來對方禁區內踢跌獲判
12 碼，但莫拉達操刀被救出。「菲歷斯
展現了個人潛質，」馬體會主帥施蒙尼

■拜仁體育總監沙歷咸美斯歡迎菲臘比古天奴
拜仁體育總監沙歷咸美斯歡迎菲臘比古天奴((右)加盟
加盟。
。

法新社

拜仁慕尼黑尋找新翼鋒的重 球。在巴塞隆拿時，他曾隨隊
任昨日塵埃落定，這家德甲班 兩度於西甲封王。
霸宣佈以租借方式簽入菲臘比
巴洛迪利回流意甲
古天奴，並於明年可將這位巴
西國腳買斷。
在國米和利記時曾和古天奴做
在列貝利和洛賓離巢後積極 隊友的巴洛迪利，昨日回流意大
補回翼鋒空缺的拜仁，將洛賓 利加盟升班馬布雷西亞。29歲的
留下的 10 號球衣給了古天奴。 「巴神」球場內外作風備受爭
綜合外媒消息，拜仁以 850 萬歐 議，更被嘲為「腦殘」射手。近
元租借入古天奴，而之後可向 3 年在法甲尼斯和馬賽縱有過復
巴塞隆拿支付 1.2 億歐元買斷 甦表現，惟始終未能維持住。
他，由此他會成為拜仁史上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最高身價球員。古天奴說：
「這次轉會對我來說就是將在
一家歐洲最好的球會、在一個
新國度迎接全新的挑戰，我非
常期待。」
古天奴 2008 年登陸意甲國際
米蘭，其間曾外借回其青訓母
會巴西華斯高，之後在國米一
直未獲重用。2013年1月他加盟
利物浦，並以表現漸漸躋身一
線球星之列，2018 年離開利記
前 為 球 會 上 陣 201 場 入 了 54 ■巴洛迪利告別法甲。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