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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超級聯賽昨日宣布，阿士東維拉
領隊甸恩史密夫的父親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不治；此外，經過最新一輪檢測後，有三

家球會通報合計四人驗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79歲的朗史密夫（Ron Smith）一生都是阿士東

維拉的忠實球迷，球隊昨天說，他之前感染了新冠

病毒四星期。維拉發表聲明說：「阿士東維拉沉痛
地宣布，我們現任領隊甸恩史密夫的父親朗史密夫
過世，享壽79歲。」聲明說：「朗六年前確診失
智症後，一直住在養護中心，他是在四周前感染新
冠病毒，住院一段時間後不治，當時他的家人隨侍
在側。」

不敵新冠 再有主帥痛失至親
甸恩史密夫不是英超唯一因為新冠病毒而失去至

親的教練，曼城領隊哥迪奧拿高齡82歲的母親上
月也染疫病逝。
英超又宣布，26日與27日共有1,008名球員與球
團工作人員接受了最新一輪檢測，結果有三家球會

通報合計四人驗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確診者
現正自我隔離七天。英超球員與球會職員本月較早
時間開始接受篩查以來，總共完成2,752件檢驗，
目前有12宗陽性病例。 ■中央社

英超病毒篩查續驗出確診個案

利物浦上賽季稱霸歐洲聯賽冠軍盃，
今季亦極可能首奪英超冠軍。這支

由高洛普帶領的傳統勁旅自1980年代後
終於重上巔峰，深得民心的主帥、合理
的球員年齡結構以及穩健的財政，均顯
示利物浦正值最好的時期之一，而球會
價值亦因此水漲船高，達到22.6億英
鎊，超越兩家英超豪門對手曼城及車路
士成為價值第五高的歐洲球會。

皇馬力保「首富」地位
雖然利物浦總值與皇家馬德里、曼聯、

巴塞隆拿及拜仁慕尼黑仍有差距（詳見另
表），然而球會「錢途」潛力卻不容小覷，
超過19％的增長率證明球隊仍處於上升期，
如果「利記」在未來數年成績保持平穩，
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在這個價值榜上殺入
三甲，甚至挑戰皇馬的「首富」地位。
利物浦在2005至2007年間曾於歐聯奪得

一冠一亞，以為復興在望，原來卻只是迴
光返照，球隊其後兩度易主，甚至出現財
政問題，直至現任老闆約翰亨利入主後才
漸漸回穩。到2015年，德國名帥高洛普執
掌教鞭，利記開始迎來質變，極具侵略性
的踢法成功重獲球迷歡心。聯賽方面逐漸
站穩前四，球會更憑藉獲得歐聯資格而大
增的收入，建立出一支具競爭力的班底，

到近兩季終於踏入收成期。

曼聯新中場雙核首合練
至於價值依然冠絕英超的曼聯，正為復
賽後爭返前四而作好準備，而傷癒復出的
保羅普巴日前終於和冬季來投的般奴費南
迪斯（般奴）首次合練。普巴雖然長時間
未有正式比賽，不過他與般奴的「紅魔」
中場新組合依然備受球迷期待。曼聯左閘
勞基梳爾表示，這兩名中場好手的合作
不成問題，「普巴和般奴在訓練中
有很多溝通，他們同樣是非
常出色的球員，好球員
之間總能擦出
火花。」

英格蘭超級聯賽復賽如箭在弦，距離首奪英超冠軍只有咫尺之遙的

利物浦是最大贏家。在主帥高洛普帶領之下球隊未來前途無限，就連

「錢途」亦不斷屢創高峰，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統計，利物浦目

前價值已超過22億英鎊（約合209億港元），一舉壓過車路士及曼

城，躋身歐洲最值錢球會第五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重回訓
練場，熱
刺主帥摩
連奴感覺
很 棒 。 不
過，新的訓練政
策讓這位葡萄牙名帥
被迫體驗了一把朝九
晚五、上班騎單車的
特別滋味。
因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英超於3月13日
停擺，到本月逐步
放寬操練，「大家
都能回歸訓練場，
這感覺顯然很棒，
我們甚至都已經開
始想念綠茵場的味
道了！」摩連奴在
接受英國天空體育專
訪時說。不過，摩帥坦
言他的教練團隊有段
時間倍感疲憊。
「我們都是早上
9 點 開 始 訓
練，5 點結
束，因為球
員是按照不同
時間安排來訓
練。」他主動提
到熱刺 Twitter 上
他那張在訓練場騎單
車的照片，「你可找到

一張我騎單車的搞笑照片，因為
我們的訓練場地都隔得老遠，沒
有單車我根本沒法在同一時
間掌控所有訓練！」
沒有足球的日子，

摩帥當起義工，將
熱刺基地種植的蔬
菜送到球場，然後
由工作人員將這些蔬菜
分包裝好，送給當地社區需要
幫助的人。原來摩帥在封鎖期間
都是跟助手們一起住在熱刺訓
練基地附近，「這就是為了
方便在不破壞規矩的前提
下進行交流。我們可以
工作，可以分析研究，
還可準備和球員的視像
會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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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歐洲最值錢球會前十名
排名 球會 價值（英鎊） 去年排名 比去年變幅

1 皇家馬德里（西甲） 29.5億 1 ＋1.5％

2 曼聯（英超） 28.4億 2 －2％

3 巴塞隆拿（西甲） 27.1億 4 ＋12.2％

4 拜仁慕尼黑（德甲） 24.4億 3 ＋0.4％

5 利物浦（英超） 22.6億 7 ＋19.3％

6 曼城（英超） 22.1億 5 －0.3％

7 車路士（英超） 18.8億 6 －6.3％

8 熱刺（英超） 17.5億 9 ＋15.8％

9 巴黎聖日耳門（法甲） 16.2億 11 ＋36.7％

10 阿仙奴（英超） 15.7億 8 －13.2％

註：資料來自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主場被哈化柏林逼和2：
2，RB萊比錫錯過在積分榜
上追平多蒙特的機會，落後
拜仁慕尼黑的差距已經拉開

到9分，令到拜仁在德甲爭標最後直路上
已無敵手。RB萊比錫主帥拿祖斯文賽後
非常不滿，直斥己隊防守表現猶如「校
隊」。
面對攻擊力強悍的萊比錫，客場作

戰的哈化柏林受益於空場作賽，趁主

隊無球迷吶喊助威，因而並沒有龜縮
防守。開賽9分鐘，客隊角球機會，馬
高古積從後殺上搶在萊比錫後衛烏柏
美卡奴之前射成1：0。戰至24分鐘，
萊比錫同樣利用角球機會由高路斯達
文頂入扳平。
萊比錫守將侯斯頓保換邊後17分鐘累

滿第二面黃牌領紅離場，然而十人應戰
的主隊反而在5分鐘後反先，柏德列舒希
克禁區外一腳並不刁鑽的射門被客隊門

將擋入自家大門。直到完場前8分鐘，哈
化柏林獲得12碼機會，今冬從AC米蘭加
盟的波蘭前鋒比亞迪克操刀中鵠。
萊比錫失兩分後續守第3位，落後次席的

多蒙特2分。拿祖斯文怒道：「我們防守就
像校隊一樣，每個人都只是站位，但他（馬
高古積）卻可於禁區內完成最後一擊，這已
是連續兩個主場如此失波。」至於哈化柏林
則在拉巴迪亞接掌帥印後取得2勝1和，升
上第10位。

又失死球兩分「化」水 萊比錫主帥斥校隊級防守

■■馬高古積馬高古積((左二左二))率先攻破率先攻破
RBRB萊比錫的大門萊比錫的大門。。 法新社法新社

■■拿祖斯文對球員防守死球拿祖斯文對球員防守死球
的表現相當不滿的表現相當不滿。。 法新社法新社

■■摩連奴騎單車穿摩連奴騎單車穿
梭於不同訓練場之梭於不同訓練場之
間間。。 熱刺圖片熱刺圖片

■■英超準備英超準備66月復季月復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傷癒復出的保羅普巴傷癒復出的保羅普巴((上上))首次與般奴費首次與般奴費
南迪斯同場操練南迪斯同場操練。。 曼聯圖片曼聯圖片

■■甸恩史密夫甸恩史密夫((左左))與哥迪與哥迪
奧拿同病相憐奧拿同病相憐。。 美聯社美聯社

■■皇馬依然是歐洲最

皇馬依然是歐洲最

值錢球會
值錢球會。。 法新社法新社

■■受惠歐聯與英超聯的佳績受惠歐聯與英超聯的佳績，，利物利物
浦球會價值水漲船高浦球會價值水漲船高。。 美聯社美聯社

西班牙甲組聯
賽昨日落實將於
6月11日復賽。
據悉，餘下的賽

季將會設定星期五、星期
六、星期日及星期一的多
個比賽日，力求速戰速
決。
西班牙政府之前確認，
西甲、西乙聯賽可從6月8日起恢復。西
甲方面昨天宣布，聯賽重啟日為6月11
日，並於7月19日結束。昨日西班牙足

總則表示，西甲聯賽可在
周末以外的周五以及周一
也可進行比賽，務求在7
月完結前踢罷餘下11輪的
所有比賽。
《馬卡報》又報道，西
甲賽會準備在每場比賽象
徵2020年的第20分鐘時停
下來，向在新冠疫情中去

世的人們致哀。另外，賽會還在製作短
片，由職球員傳達訊息，並將在比賽的
時候播出。 ■綜合外電

落實6．11復賽 西甲周五踢到周一

■■西甲馬德里西甲馬德里
體育會前鋒迪體育會前鋒迪
亞高哥斯達亞高哥斯達，，
回到球會基地回到球會基地
進行集訓進行集訓。。

法新社法新社

惹怒布雷西亞主席：巴神心不在此
桀驁不馴的意大利射手巴洛迪利去
年加盟家鄉球隊布雷西亞，但看來他
的個性還是無法融入球會，據報此子
不僅無故缺席了十天的訓練，歸隊後
又被指頂撞球會主席施連奴。在一個
電台訪問中，施連奴明確談到「巴
神」的問題，「他（巴神）的心根本

不在球隊，我認為他肯定會離開。」

戴巴拿捐140萬元助祖家抗疫
為了幫助祖國阿根廷抗擊疫情，意

甲祖雲達斯球星保羅戴巴拿近日向科
爾多巴地區捐贈了大約1,200萬阿根
廷披索（約合140萬港元）。戴巴拿3
月時也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到本月
終於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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