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楊浩然）
早前確診新冠肺
炎的葡萄牙球星
基斯坦奴朗拿度
（C朗），昨日
於個人社交平台
作直播。C朗於
直播中除否認了
違反意大利防疫
措施的說法，還
分享了自己在隔離期間的生活。
意大利體育部長斯柏達福拉日前
表示，他認為C朗早前離開隔離地
點返國家隊報到，和在確診後返到
都靈家中隔離均有違反意大利防疫
措施之嫌，更指他的評論是建基於
祖雲達斯和都靈當地衞生部門的溝
通情況基礎上發表的。
C朗昨日於直播就作出反擊：
「我從未違反防疫措施，我是在獲
得許可後才出發的，同時已經避免
接觸他人。在意大利有些人說我不

尊重防疫措施。
這純粹是胡說。
我自己單獨隔離
在家，我的家人
都在另一層，我
們無法接觸。這
樣的情況還會再
持 續 至 少 10
天。」
C朗在這次直

播中，也分享了
自己隔離期間的生活，並向所有球
迷加油打氣：「我一直在家中，現
在正在日光浴，曬太陽很有幫助。
當我有機會時就會試圖得到20到30
分鐘的日光浴。另外補充維他命C
和D，補充硒元素，飲食適當，多
吃蔬菜和綠色食品，不要沉迷甜
食。也要多做運動、睡眠充足，一
夜充足睡眠是最好的藥，把一切都
關掉，不開燈。另外希望大家要重
視新冠病毒，但不要害怕它，要樂
觀面對。」

阿根廷老將薩巴列達掛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現年35

歲的前阿根廷國腳薩巴列達，於昨日宣布
結束18年球員生涯。薩巴列達於個人社交
平台表示：「經過18年職業球員生涯，我
終於作出退役決定，十分感激歷年來陪
伴、追隨我嘅人。」薩巴列達於2002年在
阿甲球隊聖羅倫素出道，2005年外流西甲
愛斯賓奴，2008年加盟曼城後助球隊贏得
兩屆英超冠軍；2017年薩巴列達加入韋斯
咸，効力三季後於今夏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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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周六晚英超早場上
演「默西賽德郡打吡」，結果主場的愛華頓在兩度
落後下以2：2逼和利物浦，聯賽全勝的勢頭被打斷。
利物浦是役有從新冠肺炎中康復，周二才復操的

沙迪奧文尼和堤亞高艾簡達拿出任正選。主場的愛
華頓亦是精銳盡出，占士洛迪古斯、李察利臣和今
季聯賽已入6球的卡維特利雲均在正選名單中。
上輪大敗於維拉腳下的利物浦開賽僅3分鐘便由

文尼接應安德魯羅拔臣傳中勁射先開紀錄。領先的
「紅軍」之後卻有主力中堅華基爾雲迪積克傷出，
要由祖高美斯入替。
未知是否因主力離場影響「紅軍」的集中力，愛

華頓迅速搶回優勢，先有卡維特利雲18分鐘窄角度
勁射被客軍門將阿祖安卡斯迪路擋出，之後角球更
由米高堅尼助攻頂入追成平手。「紅軍」在被追平
後有兩次機會取得入球，但穆罕默德沙拿射門無
力，阿歷山大阿諾特罰球亦被愛華頓門將比克福特
撲出，雙方半場言和。
下半場雙方互有攻守，利物浦72分鐘由沙拿禁區
頂射入再次領先。但「拖肥糖」80分鐘又由卡維特
利雲頭槌追平，只是球隊88分鐘有李察利臣粗野攔
截艾簡達拿被逐，令客軍再燃起贏波希望，只是佐
敦軒達臣雖於補時接應文尼傳送射入，但後者被
VAR判定越位在先，雙方最終踢成2：2平手。

兩度落後 愛華頓2：2逼和利物浦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楊浩
然）雖然歐洲轉
會窗於10月5日
關閉，但英格蘭
本土轉會窗於香
港時間周六凌晨
才結束，有多支
英超球隊於最後
階段趕及從英冠
「補貨」，或是
把球員外借落英冠以獲得經驗。
在截止日的最大額收購出現在熱刺身

上，這支倫敦球會一直希望增添一名中
堅，結果球隊在最後階段成功以1,100萬
英鎊外加額外條款，從史雲斯買入威爾斯
代表隊成員祖朗頓，這位22歲球員接受
訪問時表示：「我很喜歡防守，也有用球
能力，希望可以盡快融入和協助球隊。」
韋斯咸於截止日亦有斬獲，球隊以500萬

英鎊借用費引入賓福特的阿爾及利亞翼鋒賓
華馬；據報韋斯咸原本希望以2,500萬英鎊
正式買斷賓華馬，但這位25歲球員據報體檢
上有點問題，結果早前向屈福特借用中堅奇
治戴臣的韋斯咸，改以500萬英鎊先借一
年，完季後才再支付2,000萬英鎊轉會費。
同日受注目的轉會還有水晶宮以100萬

英鎊收購史篤城的前英格蘭代表隊門將畢
蘭特，水晶宮是因為陣中威爾斯門將軒尼
斯受傷，才作出此收購。
另一方面，利物浦把三位陣中小將外

借，其中上季外借至般尼茅夫的哈利威爾
遜今季外借至卡迪夫城；哈維艾利洛外借
至布力般流浪；活特本則外借至英甲的黑
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由業餘球員起奮
戰到現時成為英超一代射手，李斯特城前鋒占美
華迪的奮鬥史是不少球員嚮往的目標。如今阿士
東維拉射手奧尼屈堅斯亦正踏上前輩的發展軌
跡，首季踏上英超賽場即在利物浦身上大演帽子
戲法，今晚李城對維拉，兩名草根射手對決將成
賽事一大焦點。（now621台周一2：15a.m.直

播）
華迪在24歲之齡才正式成為職業球員，不過他

之後的發展卻成為英超球壇著名的童話故事，助
李城成為英超冠軍之餘，上季亦奪得神射手獎
項，毫無疑問是英格蘭近年最出色的射手之一。
維拉射手屈堅斯亦有望循着華迪的軌跡踏上成

功之路。上仗對利物浦連中三元一鳴驚人，出身

自英乙球會埃克塞特的屈堅斯曾被外借至第六級
聯賽球隊韋士頓，直至3年前加盟英冠球隊賓福
特才嶄露頭角，上季更與米祖域並列英冠神射
手。今季以2,800萬英鎊的高價轉投維拉後即被
委以重任，年僅24歲的他絕對有潛力追趕華迪的
成就。本周李斯特城主場對阿士東維拉的賽事，
球迷將可以欣賞到兩名草根出身的射手大鬥法。

經過不算成功的首個執教賽季，摩連奴
麾下的熱刺今季總算漸入佳境，雖然

球隊攻守仍有不少改善空間，不過熱刺終於
踢出摩連奴所希望的風格，前線不斷拉扯穿
插尋求傳球的空間、中後場則以高強運動量
和硬朗對抗破壞對方節奏，經過超過一年的
磨合，摩連奴終於在熱刺身上刻下屬於自己
的印記。
雖然熱刺今季未有天價收購，不過暫時看

來球隊今夏的轉會策略相當成功，摩連奴成
功建立出心目中的理想陣容。賀積查治和馬
特杜靴迪兩名實而不華的球員已成摩帥戰術
中的重要一環，而來自皇馬的左閘列古朗在
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球隊側擊力不足的問題。
而加里夫巴利的回巢更是最令球迷期待，他
與孫興民組成的雙翼齊飛加上射門與策應俱
佳的哈利卡尼，絕對是英超最豪華的三叉戟
之一；不過久疏戰陣的巴利剛剛復出狀態成
疑，相信仍需時間融入摩連奴的戰術體系，
另外卡路士雲尼斯奧斯及祖朗頓的加盟亦提

升了球隊的後備力量，讓摩連奴有更大本錢
與英超列強周旋。
摩連奴在日前記者會被問到有關巴利問題

時表示：「巴利來投時告訴我他喜歡踢右
翼，這可能是他今季的位置；不過巴利是會
以球會利益為依歸的球員，就算安排他出現
在其他位置，亦不會有問題。至於今場比賽
他會否正選上陣？大家屆時便會知道。」

韋斯咸今季表現進步
不過熱刺今場對手韋斯咸亦非易與之

輩，連續兩場大勝狼隊及李斯特城表現
令人刮目相看，韋斯咸前鋒米查利安
東尼奧今季大熟大勇，無論腳下功
夫及把握力均有明顯進步，憑藉
他強大的衝擊力可為熱刺後防
製造不少麻煩，而球隊的死
球攻勢亦甚有威脅，熱刺
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慎防
陰溝裏翻船。

英超勁旅熱刺今季英超

開局雖然不算順利，不過

上場作客以6：1大破曼聯

卻贏盡掌聲，今晚面對同

樣狀態絕佳的「鎚仔幫」韋斯咸，

萬眾期待的加利夫巴利終於有望復

出，與哈利卡尼及孫興民首度

「合體」組成最強鋒線，表

現值得期待。（now621台

今晚11：30p.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李城鬥維拉演草根射手對決

巴利 卡尼 孫興民首度合體

反擊意國體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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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朗頓成為熱刺今夏祖朗頓成為熱刺今夏
第第77名新援名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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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刺三叉戟強勢扑熱刺三叉戟強勢扑「「鎚鎚」」熱刺三叉戟強勢扑「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在香港時間
周四凌晨才為法國國家隊上陣的基利安麥巴
比，於香港時間周六凌晨又為巴黎聖日耳門
（PSG）落場，只是兩日兩戰並沒有影響這
位21歲球星的發揮，更個人梅開二度助球隊
以4球淨勝大部分時間10人應戰的尼姆。
考慮到陣中有大量主力球員剛剛參加了

國家隊比賽，緊接周中還有對戰曼聯的歐聯
分組賽，PSG主帥杜曹在這場比賽中輪換
了多名主力球員，而新援摩斯堅恩和拉芬拿
艾簡達拿均首次代表球隊出場。

PSG是役全場控制大局，最終憑費奧倫
斯和沙拉比亞各建一功，加上麥巴比的兩個
入球奠勝。不經不覺下，開季兩連敗的
PSG在聯賽已累積5連勝，更在里爾等球隊
今周未登場下，今季首度升上聯賽榜榜首位
置，暫時過着「一哥」癮。
杜曹賽後透露指，是麥巴比自己要求上

陣：「我賽前一天和麥巴比交流過，他告訴
我他感覺很好，想要上場比賽。他是那種可
以左右比賽發展的人，而這天他也證明自己
做到了。」

山度士極速與羅賓奴解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巴西名牌球會山度

士於昨日宣布，和前巴西國腳羅賓奴解約。在上周
才簽下羅賓奴的山度士於聲明中表示：「山度士和

羅賓奴達成共識，雙方同意暫停10
月10日簽下的合約，以便讓球員專
心於在意大利的司法進程中捍衛自
己。」羅賓奴在2013年於意大利捲
入一起強姦案，被判入獄9年，由
於巴西和意大利並無引渡協議，羅
賓奴只有在離國時才有機會被捕。

麥巴比兩日兩戰助PSG報捷

傳巴塞球員拒絕接受減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西班牙

傳媒昨日報道，一眾巴塞隆拿球員均拒絕
了球會早前提出的減薪方案。據西媒表
示，巴塞高層因球隊虧損額達9,700萬歐
元，累計債務高達4.88億歐元，早前要求
全員強制減薪30%，更指球員如不同意便
要在法庭相見。然而巴塞一線隊球員已達
成共識，將通過正式的傳真方式，通知球
會他們拒絕降薪，有指這是當地非常正式
的溝通方式，代表了球員的決心。

■■麥巴比麥巴比（（左左））是役梅開二度是役梅開二度。。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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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拿（左）一度再次助利物浦領前。路透社■卡維特利雲（上）以頭槌替愛華頓搶回1分。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