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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迪安風格與巴塞接近施迪安風格與巴塞接近。。 路透社路透社

德勤足球球會德勤足球球會
收入前收入前1010排名排名

球會 收入（歐元）
巴塞隆拿 8.408億
皇家馬德里 7.573億
曼聯 7.115億
拜仁慕尼黑 6.601億
巴黎聖日耳門 6.359億
曼城 6.106億
利物浦 6.047億
熱刺 5.211億
車路士 5.131億
祖雲達斯 4.597億

短說
長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西班牙足球勁旅巴塞隆拿於香港時間周二凌晨終於按捺不住，

宣佈辭退教練華維迪，並委任前貝迪斯主帥施迪安接手，雙方簽

約至2022年6月30日。根據歐洲媒體報道，施迪安是巴塞傳奇球

星告魯夫的追隨者，追求傳控配合，執教理念和巴塞十分一致，

因此獲得巴塞高層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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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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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隆拿首度超越皇家馬德里，榮登德勤
足球財富排行榜榜首，並成為首家營收突破
8億歐元的球會。
榜單顯示，除去轉會費用，排名前20位

的球會總收入增長了11%，他們在2018/19
賽季的營業額達到創紀錄的93億歐元。皇
家馬德里跌至第二，而曼聯仍是第三。
德勤體育事業部的瓊斯說，巴塞隆拿以
8.4億歐元的收入躍居榜首，表明這家球會
通過內部推廣和授權來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
環境。
「巴塞已經減少了對轉播收入的依賴，並

將注意力集中在其控制範圍內的收入增長
上。球會預計在2019/20年期間營收會進一
步增長，預計他們明年將保持榜首位置。」
瓊斯說。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捱過多次風浪後，華
維迪最終還是被巴塞隆拿辭退，其實從勝出率和冠軍數
目分析，華維迪似乎罪不至死，但由於巴塞在其執教下
在場上表現欠霸氣，加上常於重要比賽失手，最終導致
這位西班牙名帥成為近17年來，首位被巴塞於中途辭
退的教練。
在2017年夏天接掌巴塞的華維迪，首季即協助球隊
贏得聯賽和西班牙盃；之後一季，華維迪亦幫巴塞贏得
西班牙超級盃和聯賽冠軍，加上巴塞目前仍於聯賽排榜
首，因此就連名宿如哥迪奧拿、恩尼斯達和安歷基，近
日均曾開腔為華維迪辯護。
然而，華維迪惹起高層和球迷不滿的原因，其實是比

賽過程；眾所周知巴塞是傳控足球的代表，每一場比賽
都以超群的傳控能力主導比賽；不過在華維迪帶領下，
巴塞的霸氣全失，更時常出現被對手圍攻場面。此外，
華維迪常於重要比賽失手，在2017/18球季歐聯，巴塞
竟於首回合主場領先羅馬4：1下，次回合被淨勝3球出
局；到上季，巴塞更是首回合主場淨勝利物浦3球下，
次回合作客淨輸4球被淘汰，自然惹起球迷不滿。
事實上，巴塞過往其實並不喜歡在季中辭退教練，對上

一次已經是2003年1月辭退成績欠佳的雲高爾，因此今次
辭退華維迪，於巴塞高層角度而言，可能情非得已。

在上周西班牙超級盃不敵馬德里體
育會後，華維迪被辭退的呼聲已

高唱入雲，但由於盛傳的沙維、朗奴高
文及普捷天奴據報均不願在季中接手，
故外間均估計巴塞可能會委任B隊教練
皮恩米塔暫代其位置；然而，巴塞於香
港時間周二凌晨卻宣佈，決定委任現年
61歲的前貝迪斯主帥施迪安為新任教
練，雙方簽約至2022年6月30日。

教練生涯從未奪冠
球員出身的施迪安在1996年從利雲

特退役，並在2001年從桑坦德開始執
教生涯，往後亦出任過拉斯彭馬斯等球
隊的主帥；然而，施迪安執教生涯其實
從未贏得過任何冠軍，其唯一成名之
作，是於2017/18球季帶領貝迪斯取得
西甲第6名，獲得一席歐洲足協歐霸盃
資格。
根據歐洲傳媒報道，巴塞之所以委
任名氣欠奉的施迪安接手，原因是其理
念和巴塞接近；他過往曾於接受採訪時
表示，自己是巴塞和告魯夫崇拜者：

「明顯地我是巴塞足球的崇拜者，他們
的足球一直都是我喜歡的。巴塞幫我開
了眼界，他們能控制皮球，也喜歡控制
皮球，總是在尋找空間，這也是我的球
隊喜歡的。我記得告魯夫在巴塞出現
時，你和他們比賽，要花費整場比賽追
着球跑。那時我便告訴自己：『這就是
我喜歡的足球，我希望成為這支球隊中
的一員，並弄清楚他們究竟是如何做到
的。』你怎能讓一支球隊實現長時間的
控球？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明白自己
人生和職業生涯的意義。我亦開始真正
觀賞足球，學懂如何去分析它，在我成
為教練時，我希望將這一切都能夠付諸
實踐。」
據西班牙媒體表示，施迪安過往一

向像以前的巴塞一樣，使用「433」陣
式，而非像華維迪一樣使用「442」；
施迪安亦十分講究配合，要求自己的球
隊佔據主動，通過組織把球送到前場；
從初步看來，施迪安的風格和巴塞十分
配合，如果他能夠和球員配合得宜，巴
塞的前景仍是一片光明。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楊浩然）英
格蘭足總盃於香港
時間周四凌晨上演
第3圈重賽，由「紅
魔鬼」曼聯主場對
狼隊。前者雖於上

周末大勝諾域治，但今戰對手狼隊
的防守緊密度十足，正正是曼聯最
害怕的類型，因此衡量後狼隊反似
是更有力屠「魔」。（香港時間周
四3：45a.m.開賽）
狼隊於領隊紐奴帶領下，一向以

「352」或「343」陣式為主，主要

依靠穩健的防守，加上前場魯爾占
美尼斯、迪亞高祖達和艾達馬查奧
爾等於反擊中爭取勝利；事實上狼
隊這種踢法面對喜愛主攻的球隊往
往可以帶來優勢，早前於聯賽便曾
勇挫曼城。
至於領隊紐奴就直言，希望球隊

能增兵提高實力：「是的，我非常
希望球隊於1月能有球員加盟，而這
球員必須能夠適應球隊的戰術，並
令到狼隊變得更強。」
曼聯於上周末聯賽主場4球淨勝諾

域治，一時間球隊上下似乎又忘記
了他們其實上周中才於英聯盃慘敗

予曼城；事實上，過往已曾多次提
及曼聯在面對懂得專注防線的球隊
時，根本全無辦法可言，因此難以
理解諾域治在出訪奧脫福時，為何
會完全沒有作出針對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狼隊正正是曼聯

害怕的類型，這點從他們今季在聯
賽和英足盃兩遇曼聯，亦同樣能保
持不敗便可證明；再者，如拉舒福
特和哈利馬古尼等曼聯球員，由於
兵源不足，以及蘇斯克查不懂輪換
關係，已開始要帶傷上陣，今面對
一心死守再等機會的狼隊，大有出
局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多家球會於1月
轉會窗有所動作，希望增強實力完成目標，其中
熱刺領隊摩連奴盛傳將簽入加盟球隊後首位球
員，從葡萄牙賓菲加以先借後買方式簽入中場謝
特臣費南迪斯（G費南迪斯）；至於阿士東維拉
則落實從AC米蘭借用前利物浦門將連拿至季
尾。
由於愛將穆沙施素高受重創要長期休息，摩連

奴自然希望能獲得主席利維支持，買入球員作替
補務求達成爭四任務。據多家英國傳媒報道，摩
帥看中了自己的葡萄牙同鄉G費南迪斯，這位21
歲中場新星據報更已完成體測，將於日內宣佈加
盟，據報G費南迪斯會先被借用18個月，如表現
對辦，則可以5,600萬英鎊作正式買斷。

另一方面，有門將湯希頓提早收咧的阿士東維
拉，就落實從AC米蘭借用西班牙門神連拿；現
年37歲的連拿過往曾効力利物浦，對英超早有認
識，在「A米」欠缺機會的他於個人社交網絡表
示：「很高興能夠加盟一家歷史悠久的球會，這
將是新挑戰，去吧。」
至於積極換血的AC米蘭，同日宣佈由西維爾

借用丹麥中堅卡積亞至季尾。現年30歲的卡積亞
上年夏天被西維爾外借到阿特蘭大，但一直不受
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卡積亞曾於2016年的歐霸
盃比賽，和早前重返AC米蘭的伊巴謙莫域發生
衝突，「伊巴」當時曾向卡積亞「叉頸」，卡積
亞賽後則指伊巴無禮，且看這兩位球員在新東家
能否化敵為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事隔三日，摩納
哥和巴黎聖日耳門（PSG）會再於法國甲組聯賽
相遇，雙方上仗踢成3：3平手，今次主客場互
調，有主場之利之助的摩納哥絕對有再次搶分的
能力。（有線615、655台，now639台及無綫

myTV Super302台周四4：00a.m.直播）
摩納哥剛戰作客巴黎，最終卻能以3：3賽和
PSG，主要原因是後者的防線問題依然未能解
決，因此就算前場尼馬和基利安麥巴比狀態大
勇，最終也是失分而回。此外，摩納哥是役還會
有門將蘇巴錫停賽期滿復出，加上球隊於主場近
10戰8勝的佳績支持，是役絕對有力再度搶分。
同日還會有意大利盃16強比賽，其中「一哥」

祖雲達斯會主場對烏甸尼斯。前者剛收到壞消
息，剛戰對羅馬勇戰受創的土耳其小將美列迪美
羅，已證實因左膝十字韌帶撕裂以及半月板受傷
而提早收咧；不過，祖雲達斯一向以兵多將廣聞
名，就算基斯坦奴朗拿度可能獲輪換，單憑杜格
拉斯哥斯達等的質素，該已足夠撕破作客近10戰
6負的烏甸尼斯之防線，衡量後必投主隊一票。
（香港時間周四3：45a.m.開賽）

干地獲車路士賠償85206鎊
目前執教國際米蘭的干地，早前控告前東家車路士在
2018年無理解僱自己，於周一獲法院判決勝訴，車路
士被判需賠償干地85,206英鎊；根據車路士早前的財
政報告顯示，球隊於辭退干地時，已向他及其教練團隊
支付2,600萬英鎊解約費。

拉莫斯扭傷腳踝休戰15日
効力皇家馬德里的西班牙國腳後衛沙治奧拉莫斯，在

剛過去周日的西班牙超級盃決賽扭傷右腳足踝，雖然之
後仍堅持上陣，並射入致勝12碼；但拉莫斯經賽後檢
驗後，證實足踝傷勢預計要休息15天才能痊癒，預計
將缺席本周末對西維爾的聯賽。

狼隊英足盃有力屠「魔」 維拉借用連拿半季
傳熱刺簽G費南迪斯

PSG再遇摩納哥欠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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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馬尼馬（（中中））將領軍出訪摩納哥將領軍出訪摩納哥。。 美聯社美聯社

■■ 連拿借用至維連拿借用至維
拉半季拉半季。。
維拉維拉TwitterTwitter圖片圖片

■■ 謝特臣費南迪斯接謝特臣費南迪斯接
近轉投熱刺近轉投熱刺。。 路透社路透社

■華維迪日前駕車離開巴塞訓練場。 路透社

■■ 華維迪最華維迪最
終被辭退終被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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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首登德勤足球財富榜首

巴塞終辭退華維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