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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路士壓線奪得來季歐聯參賽席位，首季擔任球隊領隊的林柏特總算有所
交代，不過這位少帥當然不會就此滿足，尤其是來季車路士將迎來大革新，
林柏特需要冠軍獎盃以鞏固其在隊中的地位，香港時間明日凌晨 0 時 30 分硬
撼阿仙奴的足總盃決賽絕對志在必得。（無綫 85 台周日 0:3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林柏特首季執教車路士為球隊帶來不少正面影響，
美臣蒙特及譚美阿巴謙等小將迅速崛起，而球隊
具侵略性的踢法亦獲得不少好評，只是防守方面漏洞頗
多導致成績不穩，幸好最終仍能躋身來季歐聯算是有所
交代。
在人腳所限下，林柏特今季無論用人及戰術均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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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仙奴作為足總盃史上成績最好的球隊，當然希望以
冠軍作為這個失望球季的一點補償，而且球隊今場需要
擊敗車路士，才可避免 24 年來首度缺席歐洲賽的尷尬
紀錄，主帥阿迪達希望球員能夠踢出爭氣波：「今季我
們面對很多困難，但我們仍有機會去展現球隊的進步，
希望球員能把握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可惜的是，阿
仙奴將有加比爾馬天尼利、梅斯達菲、哥林張伯斯和古
安杜斯缺陣，人腳不整下相信難免落於下風。

紐卡素賣盤計劃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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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新冠肺炎的高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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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取得 11 分領先優勢，但鵜鶘其後打出18：
4 的高潮，實現反超，以 26：23 結束首節。
不過爵士於第 3 節吹起反攻的號角，康利、
米曹、高伯特等人接連搶分。第 4 節最後 6.9
秒，高伯特兩罰全中，助球隊以 106：104 險
勝。
該役，爵士 5 人得分上雙，替補上陣的卡
克臣個人攻下23分，康利、米曹各得20分。
而鵜鶘的因格林則射入全隊最高的 23 分，其
次是列迪克21分，賀列迪得20分。
至於隨後展開的「洛城打吡」，沒戴護目
鏡上陣的安東尼戴維斯，全場貢獻最高的 34
分，外加 8 籃板、4 助攻，光芒徹底壓倒「占
王」勒邦占士。而後者則在完場前 12.8 秒、
雙方打成 101：101 平手的關鍵時刻補籃命
中，助湖人以2分之優勢擊沉快艇。

韋婉婷成就阿國雙冠
下季不留隊
正選上陣，先後出任中場及左翼。而 Vllaznia 亦全場控制戰局，上半場早段已憑角
球及遠射領先兩球，及後再由韋婉婷於禁區
左路跟隊友配合下製造出第三個入球。換邊
後，韋婉婷於下半場 15 分鐘被換出。Vllaznia 於 76 分鐘再憑一記 12 碼錦上添花，以
4：0 大勝成為球季雙冠王，同時獲得來季征
戰女足歐聯資格。韋婉婷賽後透露，因未能
與球隊就下季合約達成共識，下季不會留
隊，因此也將無緣歐聯；不過以捧盃作為向
球隊的告別仍感開心及圓滿。

阿特蘭大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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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今次收購計劃。我們原想協助紐卡
素重拾昔日光輝，但在沒完沒了的審
批過程下，我們的收購協議已經到
期，加上來季全球環境仍是未知數，
投資計劃已不可能維持下去。」
根據英媒報道，紐卡素的賣盤申請
一再被拖延涉及多項原因，其中包括
班主穆罕默德及董事會背景調查、該
國電視台被指違反版權直播英超等多
項賽事，以及有其他英超球會反對
■ 球迷希望紐卡素易手的願望落空
球迷希望紐卡素易手的願望落空。
。 路透社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浩然）意甲於
香港時間周日凌晨上
演多場最後一輪比
賽，其中焦點戰是阿
特蘭大主場對國際米
蘭。兩軍皆有機會爭
逐聯賽亞軍，但衡量後阿特蘭大始
終表現較穩定，可看高一線。（有
線 615 、655 台，now639 台及無
綫 myTV Super302 台 周 日 2：
45a.m.直播）
形勢上阿特蘭大一定要贏才可取
得亞軍，幸而他們在主場已累積 7
連勝，聯賽更累積 17 場不敗，證
明表現十分穩定；人腳上，主隊有守將柏洛文
奴傷出，但夏迪保亞可取代其位置，問題該不
大。
國際米蘭近況似有所提升，連贏熱拿亞和拿
玻里並累積 3 場沒有失球，然而球隊仍是未能
擺脫「海鮮波」感覺，早前失分予博洛尼亞和
維羅納實在不能接受，加上球隊是役有兩名中
場馬泰斯雲仙奴和史提芬奴辛斯缺陣，作客隨
時失分收場。
四哥拉素較後時間會作客拿玻里。拉素如贏
波便可因阿特蘭大和國際米蘭必有一方失分而
進佔更佳名次，碰巧拿玻里似已把注意力放到
之後歐聯比賽之上，拉素該有機可乘。（有線
601及661台周日2：45a.m.直播）

全球電競之都青年優才計劃啟動

（以下為香港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英超
球隊紐卡素早前傳出獲沙特阿拉伯王
儲穆罕默德青睞，球迷均希望球隊可
因此擺脫班主艾殊利的控制，並向富
豪球會之路邁進；可惜的是，由於英
超賽會一直拖延「喜鵲」的易手申
請，令穆罕默德感到意興闌珊，昨日
宣布放棄收購行動。
進行今次收購的投資基金公司在聲
明中表示：「我們深明紐卡素在球壇
的地位和重要性，但公司最終只能放

阿特蘭大爭亞無「蘭」度

NBA 周日賽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在疫情肆
虐全球的情況下離鄉別井、遠赴阿爾巴尼亞
逐夢的香港女足代表韋婉婷，當地時間 30 日
再次迎來生涯里程碑：在協助 Vllaznia 完成
聯賽 7 連霸後，再於阿爾巴尼亞盃決賽助球
隊以 4：0 大炒 Apolonia，連續 7 季成為「雙
冠王」。不過韋婉婷賽後透露，因未能與球
隊就下季合約達成共識，下季不會留隊。
當地時間 30 日晚上演的女足阿爾巴尼亞盃
決賽，有韋婉婷効力的應屆聯賽冠軍 Vllaznia 迎戰聯賽亞軍 Apolonia。韋婉婷再次

試驗性的嘗試，相信來季才會看到車路士在他麾下的真
正面貌。而這位年僅 42 歲的少帥亦急不及待打造屬於
自己的班底，令車路士成為今夏轉會市場最活躍的球
隊。除已篤定加盟的薛耶治及迪姆華拿外，德國新星夏
維斯和英格蘭代表隊左閘芝維爾等搶手貨亦是球隊的目
標，而林柏特對清走舊將亦不遺餘力，韋利安、柏度洛
迪古斯及馬高斯阿朗素等多年功勛球員將大有機會離
隊，以配合林柏特打造全新「戰車」的計劃。
為要徹底改造一支班霸級球隊，資歷尚淺的林柏特需
要提升威望以穩定軍心，令今場足總盃決賽的勝負更加
重要，林柏特表明希望以足總盃冠軍作為球隊復甦之路
的起點：「當我上任時球隊失去了夏薩特，很多人質疑
我們在主力離隊下能否重現輝煌，但我們以表現證明車
路士仍是英超頂尖球隊之一，球隊已準備好在足總盃決
賽以至來季爭取佳績。」車路士賽前迎來好消息是尼高
路簡迪已經傷癒隨時候命，球隊目前只有小將比利基莫
亞有傷，料可全力出擊。

阿仙奴多名主力缺陣

仙

爵士湖人險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NBA 首位
被確診新冠肺炎的猶他爵士中鋒高伯特，香
港時間昨晨不僅射入聯賽重啟後的第 1 分，
同時在關鍵時刻兩罰全中，以全場 14 分及 12
個籃板協助球隊以 106：104 險勝新奧爾良鵜
鶘。而昨晨的另一場比賽，洛杉磯湖人則憑
當家球星勒邦占士於最後 12.8 秒的補籃命中
及最後關頭的成功防守，以 103：101 擊沉同
城球隊快艇。兩場比賽賽前，雙方球隊在唱
國歌時單膝下跪，為黑人平權。
因新冠疫情，NBA 於 3 月 12 日宣布無限期
停擺。相隔 141 天，香港時間昨晨終在隔離
賽區──位於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迪士尼世
界重啟。
復賽首仗，爵士有染疫康復的高伯特於開
賽 18 秒射入 NBA 復賽的第 1 分以及在比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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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
微 上海報道）作為上海電競
周重點活動之一，《上海青
年電競報告（2020）》於昨
日正式發布，這是內地首個
針對青年群體展開的電競用
戶大樣本調查研究。與報告
同步首發的還有電競紀錄片
《宇宙拼圖》。此外，發布
會上，電競產業代表還共同
啟動了「全球電競之都青年
優才計劃」。
是次報告主要面向上海地
區部分14歲到35歲的青年，
樣本總計 12,050 個，採集相
關數據超過 40 萬條。報告顯
示，73.97%青年是電競參與

者，46.84%是電競觀眾。
電競產業代表亦共同啟動
了「全球電競之都青年優才
計劃」，攜手聚焦新就業形
態，首批發布電競相關就業
崗位 50 餘個。與報告同步首
發的電競紀錄片《宇宙拼
圖》，講述了 4 個進行中的
電競故事，主人公包括《英
雄聯盟》中國聯賽 1 號選手
明凱、雅加達亞運會《英雄
聯盟》中國團隊主教練阿
布、《絕地求生》選手王
康、電競運營商 VSPN 首席
執行官應書嶺、NBA 2K 選
手胡藝，再現了電競產業的
一線實況。

■ 啟動禮於
昨日舉行。
昨日舉行
。

F1 車手佩雷斯確診

長話
短說

一級方程式（F1）賽點車隊的墨西哥車手佩雷斯昨日證實新冠病毒檢
測呈陽性，將不能出戰本周日舉行的英國站比賽。賽點車隊表示佩雷斯
目前身體狀況良好，前雷諾車手侯根保將代表車隊出戰英國站比賽。

兩葡超隊遭罰降乙組
葡萄牙超級聯賽賽會於昨日宣布，兩支葡超球隊艾維斯和塞圖巴
爾，因違反相關財務規定被判決降入第三級別聯賽（葡乙）比賽，由
於塞圖巴爾今季原本護級成功，排尾二的樸迪莫倫斯來季幸運地可留
在葡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