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

A27

新聞

■責任編輯：楊浩然 ■版面設計：卓樂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
2020年
2020
年 9 月 16
16日
日（星期三）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

車 仔 首 戰 輕 取 白 禮 頓

華拿 夏維斯尚待磨合
今季大肆增兵後被寄予厚望的車
路士取得好開始，在香港時間周二
凌晨英超首輪比賽作客以 3：1 擊敗

■天價新援夏維斯
（前）首仗表現平
平。
美聯社

白禮頓旗開得勝，不過正選上陣的
新兵迪姆華拿及夏維斯均未有入
球。主帥林柏特認為兩人需要時間與球隊磨合，
未來會逐漸展現質素，希望能拉近與利物浦之間
的距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車路士今季斥資兩億英鎊
收購六名強援，其中迪

和冷靜頭腦，他非常年輕，
來到一個全新聯賽承受很大
壓力，他需要一點時間適
應。」
至於華拿接受訪問時亦表
示，德甲和英超是兩碼子的
事：「說實在我在德甲時從
來未試過於比賽中同時遇上
3 名高大的中堅，今場比賽
於我而言是新的體驗，英超
與德甲真的完全是兩回事，
不過我依然很享受比賽。」

姆華拿及夏維斯於首周對白
禮頓的賽事正選上陣，前者
先於上半場立功搏得 12 碼，
佐真奴費路操刀一射破網助
車路士先開紀錄。換邊後白
禮頓一度由李安度杜沙特的
遠射扳平，不過憑藉列斯占
士的「世界波」加上葛特蘇
馬門前混戰建功，車路士最
終以 3：1 擊敗白禮頓，今季
英超旗開得勝。
迪姆華拿雖然沒有取得入
球，不過勤於跑動的特點今
仗顯露無遺，搏得 12 碼的攻
勢中亦展現了他的入球觸
覺，林柏特盛讚他全場均保
持威脅性：「華拿的活動範
圍很廣，甚至可以回到中場
協助組織，加上他敏銳的入
球觸覺，無時無刻均在給予
對方防線壓力。」至於德國
超新星夏維斯表現則相對沉
寂，林柏特認為他的質素無
容置疑，只是需要時間適
應：「夏維斯有出眾的能力

■華拿
華拿（
（右）助車路士取得
助車路士取得12
12碼
碼。 路透社

狼隊破錫菲聯
紐奴信心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憑藉開賽 6 分鐘連入兩球，
狼隊於今季英超首戰以 2：0 輕
取錫菲聯，主帥紐奴認為球隊
已建立出一套完整體系，有力
爭取更佳成績。
狼隊今仗僅 6 分鐘就由魯爾占
美尼斯及路曼沙斯各建一功，
全場佔優下以 2：0 擊敗錫菲聯
取得今季首勝，新兵費蘭度馬
卡爾等今場均有亮相發揮不

周日遇利物浦迎考驗
雖然華拿及夏維斯今場未
有入球，不過以車路士今季
中前場的豪華配置加上林柏
特的進取戰術，球隊今季攻
力絕對不成問題，防守才是
車路士值得擔憂的重點，門
將阿列沙巴拿加狀態仍然一
般，蘇馬與安達斯基斯坦臣
一對中堅組合亦難以令人安
心，唯有寄望新援堤亞高施
華復出後可以領導防線，周
日硬撼利物浦的大戰將是這
支新生車路士的真正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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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蒙特德盃輕鬆過關

新星比寧咸破球會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陣中擁有多名
具潛力新星的多蒙特，於香港時間周二凌晨的德
國盃比賽登場，結果球隊在年僅 17 歲的英格蘭
新兵祖迪比寧咸打破球會 110 年以來最年輕入球
紀錄下，以5球淨勝杜伊斯堡晉級次圈。
多蒙特是役憑查頓辛祖、祖迪比寧咸、杜根
夏薩特、基奧雲尼雷拿和自 2 月受傷後養傷至今
的隊長馬高列奧斯各建一功過關。其中祖迪比寧

俗，配合艾達馬查奧爾及占美
尼斯等主力相信狼隊今季仍會
是令列強頭痛的黑馬分子。
狼隊主帥紐奴賽後則認為經過
3 年努力，球隊已經脫胎換骨，
相信今季成績可以更上一層樓：
「經過 3 年的努力，我們已成為
一支很特別的球隊，團結一致向
目標前進，當然我們仍會保持一
顆謙卑的心，但我相信球隊可以
達至更高的成就。」

咸表現搶鏡，無論傳送和埋門均甚有威脅。根據
資料，比賽當天為 17 歲零 77 日之齡的比寧咸，
成功打破了前輩紐尼沙軒（17 歲零 82 日）紀
錄，成為多蒙特創會110年來的最年輕入球者。
祖迪比寧咸在今夏才由英冠球會伯明翰加盟
多蒙特，青訓出身的他在上季以 16 歲零 38 日之
齡，成為伯明翰史上最年輕一隊球員，強大的潛
力令他立即受到多家歐洲大球會的注視，其中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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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領隊蘇斯克查便曾希望把這位英格蘭小將帶到
奧脫福，只是比寧咸經考慮後認為「蜜蜂兵團」
的環境較適合自己成長，最終轉戰德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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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鹿奢侈稅補強留字母哥

NBA 密 爾 瓦 基
公鹿主力「字母
哥」阿迪圖昆保上周
漢堡球員受辱上看台推人
會談公鹿老闆，美國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賽會在今輪德國盃比
體 ESPN 報道，公鹿為留
賽開放部分看台讓近萬名球迷入場，但兩
人，願繳奢侈稅補強，為阿
支德乙球隊特雷斯登主場對漢堡的賽事
迪圖昆保打造爭冠陣容。
賽後卻出現事故。事緣倒戈的漢堡球
公鹿連續兩年以常規賽龍頭身
員東尼列斯拿賽後接受訪問時，突
份進軍季後賽，但始終無緣冠軍，
然走上看台捉住一名特雷斯登球
今年季後賽次輪更以 1：4 不敵邁阿密
迷並把他推倒，要由附近球迷
熱火隊，而阿迪圖昆保足踝扭傷，缺席
和工作人員制止事件才未有
第4戰部分賽事及第5戰。
惡化。列斯拿賽後於個人
ESPN 報道，公鹿老闆拉斯瑞在美國時間
社交媒體表示是因該球
11 日會談阿迪圖昆保、經紀人 3 小時，為提升
迷侮辱他的家人才會
球隊戰力，拉斯瑞表達願繳奢侈稅補強，球隊也
如此失控，但自己仍
將留下教頭巴登霍澤。公鹿目前團隊薪資已接近
要為此道歉，並承
2020-21 賽季奢侈稅門檻 1.327 億美元，後續將待阿
諾不會再發生同
迪圖昆保休假後，雙方再進一步商討。
類事件。
現年25歲的阿迪圖昆保上季獲選為NBA年度最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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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與公鹿還有1年合約的他明年季
後將成為自由球員，但可在今年休季期
間提前續約，預計公鹿將提供 5 年約
2.2億美元到2.5億美元頂級合約。
阿迪圖昆保本季常規賽平均上陣30.4
分鐘，拿下 29.5 分、13.6 個籃板與 5.6
次助攻，季後賽場均貢獻26.7分、13.8
個籃板及5.7次助攻。
■中央社

長話
短說

懷抱 NBA 夢
林書豪不回北京首鋼

美斯壓 C 朗膺本年收入王

上季轉戰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北京首鋼的林書豪昨
天表示，自己依然還懷抱着 NBA 夢想，因此新一季將不回首
■尼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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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而他告訴家人、朋友時甚至哭了。
現年 32 歲的林書豪去年揮別待了 9 個球季的 NBA，據傳
以洋將身份、稅後 300 萬美元天價加盟首鋼，首季平均上
場時間接近 33 分鐘，場均得分 22.3 分、5.7 個籃板與 5.6
在冷靜過來，兼深知可能遭重罰下，尼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次助攻，率領首鋼闖進季後賽 4 強，但季後未出現在
■林書豪決定不回
然）在香港時間周一凌晨法甲比 接受訪問時態度亦有所改變，並直言自己行
外籍球員優先續約名單。
CBA。
CBA
。林書豪微博截圖
賽，疑因受到對手以種族歧視言語 為太愚蠢：「那傢伙（艾華路蘇比朗）的行
外界早前曾關注林書豪新季能否改以「內援」
為很愚蠢，但我卻讓自己參與其中，因此我
侮辱的尼馬，最終因動手而被罰離
身份在 CBA 出賽，但他在社群網站微博發布影片宣布，今年不回首鋼；
場；根據法國傳媒消息，尼馬可能因此 的行為也像個笨蛋。現時看來唯一值得慶幸
首鋼對他非常好，給他全部想要的東西，「可是我還有一個 NBA 夢
被罰停賽 7 場，這位深知「出事」的巴西 的，是我沒有擊中那人的臉。」
想，我還有時間可以打球，我必須要去追」。CBA 球季結束後回美
另一方面，涉嫌種族歧視的艾華路蘇比朗
球星昨日亦承認，自己行為太過愚蠢。
國的林書豪表示，自己花了 4 周思考，近 2、3 周一直睡不好，每
効力巴黎聖日耳門的尼馬在對馬賽之戰補 亦正被調查，如指控屬實，甚至會較尼馬受
天一早4、5時就起床，「真的是我人生最難的一個決定」。
時階段，和對手後衛艾華路蘇比朗發生衝突， 到更大的懲罰。然而艾華路蘇比朗個人則於
他說，昨天與家人、朋友分享決定時甚至哭了，「我知道
並因掌摑對手而被逐。雖然尼馬賽後表示自己是 社交平台否認指控，但遭尼馬直斥說謊，並
今年是特別的一年，我可以跟首鋼打一年，我永遠不會忘
受到艾華路蘇比朗的種族歧視語言侮辱，但據法媒 指艾華路蘇比朗該像個男人承認自己的所作
記，每天可以看到這些球迷，我真的很感動」。
所為。
報道，尼馬最嚴重或會被賽會重罰停賽7場。
■中央社

隨時停七場 尼馬認愚蠢

《福布斯》昨日公布 2020 年足球壇收入排
行榜，結果美斯在 2020 年總收入達 1.26 億美
元，力壓 2020 年總收入達 1.17 億美元的基斯
坦奴朗拿度（C 朗）居首。據報美斯收入有
9,200 萬來自巴塞隆拿的薪金，另外則是商業
贊助。
■綜合外電

迪比日內加盟巴塞隆拿
荷蘭報章《De Telegraaf》昨日報道，現時
効力法甲球會里昂的荷蘭國腳迪比將於日內轉
投巴塞隆拿。報道指，現年 26 歲的迪比轉會
費為 2,500 萬歐元，另有 500 萬歐元浮動條
款，他會於日內到西班牙接受體測並完成交
易。
■綜合外電

派路成功考取教練牌照
意大利傳媒報道，早前被委任為意甲班霸祖
雲達斯主帥的前意大利名宿派路，於過去周一成
功考取教練牌照。據報現年41歲的派路早前於
球會的訓練基地接受歐洲足協專業考試，以及發
表了論文，最終獲頒教練牌照。
■綜合外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