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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昔日勁旅12連不勝 傳邀名宿回巢帶兵救火

魯爾有望掛帥

克

受命
雖然球迷大多只記得魯爾在皇馬年代的
豐功偉績，但在職業生涯後期，魯爾

曾於 2010 至 2012 年期間効力史浩克 04，表
現亦不俗，在 66 場比賽中射入 28 球，令到
這位西班牙名將備受史浩克球迷喜愛。在離
開史浩克後，魯爾輾轉到了中東和美國球壇
發展，最終在2015年宣告退役。
在 2018 年，魯爾返到母會皇馬執教球隊
的 U15 青年軍，短短 1 年後更跳級轉為執教
在丙組打滾的皇馬 B 隊卡斯迪拿，負責訓練
一些準備升上一隊，或剛加盟球會尚未完全
適應環境的年輕球員。在今季西丙比賽「停
擺」前，卡斯迪拿以 10 勝 10 和 8 負成績位
列第7位。

德國時間周日上演了三場德甲比賽，其中過去曾紅極一時的
史浩克 04 作客僅能以 1：1 逼和柏林聯，球隊不經不覺下已連
續 12 場不勝。有見及此，有消息指史浩克高層已經按捺不
住，將於日內辭退教練大衛華拿，並邀請曾在 2010 至 2012 年
期間効力球隊的西班牙名宿魯爾領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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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掌皇馬 B 隊 母會料不強留
據西班牙《阿斯報》報道，史浩克早前已
經向魯爾提出邀請，希望這位前球員可以協
助球隊走出低谷；至於一直緊貼皇馬消息的
記者 Edu Pidal 就表示，皇馬會尊重魯爾的
意願：「魯爾和史浩克的關係很不錯，他在
効力球隊的那兩年真的很開心；至於目前皇
馬的態度是，如果有球隊邀請魯爾，而魯爾
也願意，那皇馬將會放人，因為他們有信心
魯爾最終也會回來，並準備成為施丹的接班
人。」
至於德國《圖片報》就報道指，魯爾在史
浩克帥位上有兩個潛在對手，分別是蘭歷克
和哈辛赫圖，但由於前者據報已選擇入主
AC 米蘭，哈辛赫圖亦剛和修咸頓成功續
約，故魯爾變相在不用做什麼下已掃除所有
對手，只要史浩克高層最後真的手起刀落解
僱華拿，魯爾便會正式接掌史浩克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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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馬斯全旋」
流傳後世

朗尼吐苦水：做人隊長甚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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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以隊
長身份帶領球隊出征是無數球員的夢
想，但英格蘭球星朗尼日前在自己的專
欄中就大談做隊長的要求和難處；這位
前曼聯球員亦談到前曼聯隊長堅尼，更
為該名愛爾蘭硬漢來個大平反。
朗尼無論効力英格蘭代表隊、愛華
頓、曼聯、華盛頓聯隊或是現在的打比
郡，都曾擔任過球隊隊長。然而這位 34

歲射手卻認為「做人
隊長甚艱難」：「如
果你是隊長，隊員只
要有問題便會向你投
訴，有一次有球員希
望我向領隊表達，認
為那次操練安排不夠
好，但我該怎樣做？
難道和領隊說那球員
說你的訓練安排是垃
圾？」
朗尼坦言擔任英格
蘭代表隊的隊長是最
困難的工作：「不同於球會，記者對英
格蘭的隊長更加有要求，問題往往會更
凶猛，因為不是人人都認為你有資格戴
上隊長臂章。」
朗尼又指，曼聯前隊長堅尼當初因為
在一場比賽後猛批隊友而和球會產生誤
會，最後要離隊加盟些路迪，但現在回
想起來，堅尼當初的批評其實甚有道
理，故要為堅尼抱不平。

體操傳奇撒手塵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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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記打吡登基戰或留對家主場上演
利物浦市長祖安達臣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
可能成為利物浦登基戰的作客愛華頓打吡大
戰，應保留在愛華頓主場葛迪遜公園球場舉
行。由於害怕兩隊的宿敵氣氛、以及利物浦可
能在賽後奪冠等因素令球迷於場外聚集，有關
方面曾希望把比賽移師到中立場舉行，但祖安
達臣指現時情況較早前要好得多，故比賽可在
葛迪遜舉行。

同尼馬阿媽爭吵 年輕新歡自殘受傷

長話短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據外國傳媒報道，巴西球
星尼馬的母親日前和年僅 23
歲的新歡發生爭執，後者最終
更因怒打玻璃窗而被割傷，要
到醫院治理。
尼馬母親 Nadine Goncalves
和年僅 23 歲的模特兒男友泰
亞高拉莫斯，近期一直傳出
「分分合合」。外媒報道，兩
人最近又發生了爭執，憤怒的
拉莫斯竟一拳打落玻璃窗，最
終因流血不止而要召喚救護車
到場，而拉莫斯據報要縫 12
針。尼馬的發言人證實了消息，
但強調事件不涉及襲擊：「兩人
也沒有事，拉莫斯只是不小心在
家弄傷了自己。」
巴西傳媒透露，拉莫斯早前曾

西甲重啟每場俱為疫症死者默哀
西班牙足總和西甲聯盟在日前發表聯合聲
明，證實在西甲比賽重啟後，每場比賽開始前
均會舉行 1 分鐘的默哀儀式，以悼念在新冠疫
情中離世的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美國體操協會於日前證實，美國首
位體操世界冠軍、「湯馬斯全旋」
的創造者湯馬斯於上周五因中風去
世，享年64歲。
湯馬斯於 1956 年 3 月 29 日在邁
阿密出生，他在 1978 年世界體操
錦標賽奪得男子自由體操金牌，成
為美國體操首位世界冠軍。在 1979
年世錦賽，他於鞍馬比賽中首次使
用「湯馬斯全旋」這個高難度的分
腿全旋動作，最終拿下冠軍，而該
屆比賽他亦取得 2 金 3 銀 1 銅佳
績。值得一提的是，「湯馬斯全
旋」之後先後被「移植」到自由
操、雙槓等項目上，並得到廣泛應
用。
湯馬斯體操生涯的遺憾相信是始

終和奧運金牌無緣。湯馬斯於 1976
年蒙特利爾奧運因傷發揮欠佳；在
1980 年又因美國杯葛莫斯科奧運而
無法參賽，令到湯馬斯無法在奧運
賽場證明自己。然而湯馬斯在體操
界的成就，讓他依然在 1990 年入選
美國體操名人堂，並於 2003 年進入
國際體操名人堂。

美國首位男子世界冠軍
美國體操協會則對湯馬斯致以崇
高敬意：「湯馬斯先生是美國體操
史上最具影響力和激勵作用的運動
員之一，我們將永遠懷念他。」羅
馬尼亞體操名將歌蔓妮芝亦於
Twitter 悼念湯馬斯：「整個體操界
對湯馬斯的離世感到震驚和痛心，
在此向他的家人致意。」

病癒數周 戴巴拿未復十足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3 月確診新冠肺炎到 5 月終
於康復的保羅戴巴拿，昨日接
受訪問時承認自己病癒數周卻
還未有足夠狀態比賽。
在確診後，戴巴拿花了 46 天
才完全康復，並於早前返到祖
雲達斯訓練場準備之後復賽的
意甲賽事。但據戴巴拿表示，
自己其實未完全從病毒中恢復
過來：「現在我已經好多了，
但肯定不在最佳狀態，令人高

興的是足球運動正在恢復當
中，很快我們又能做我們最愛
做的事。直至 8 月意甲每天也會
有比賽，希望到時我們能夠從
中得到快樂和創造快樂。」
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未遠離球
壇，日職球隊名古屋鯨魚昨日
證實，陣中澳洲國腳門將蘭格
歷克的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他是繼同隊前鋒金崎夢生之
後，日職第 2 名確診染疫的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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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尼馬身邊多位男性好友交往，
故尼馬母親選擇與他分手，但幾
周後兩人又和好如初。此外，拉
莫斯早前亦被前女友指有暴力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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