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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缺少五名主力

李斯特城從中獲「利」
物浦今季衛冕之路可謂禍不單行，兩名正選中堅
利華基爾雲迪積克及祖高美斯先後重傷，右閘阿歷

上季以一騎絕塵的姿態首奪

英超冠軍，今季力爭衛冕的

山大阿諾特及中場佐敦軒達臣今場亦肯定缺陣，至於今
季已取得8個英超入球的穆罕默德沙拿則因確診新冠肺
炎倦勤；面對嚴重的傷病問題，領隊高洛普表示有信心
在球隊內部找到應對方案：「我暫時沒有在轉會窗重開
後尋找新球員的想法，我們有充滿潛力的年輕球員，我
有信心以現有的人腳應付目前情況。」幸好早前受傷的
法賓奴泰華利斯及堤亞高艾簡達拿均有望在今
仗復出，而安德魯羅拔臣預計亦能帶
傷上陣，總算能一解球隊
的燃眉之急。

「紅軍」利物浦卻面對嚴峻考
驗，目前合共有 5 名主力因確
診或受傷肯定不能上陣，在陣容天殘地缺
下，於香港時間周一凌晨英超比賽主場面
對狀態大勇的李斯特城，情況不容樂觀。
（now611 及 621 台周一 3：15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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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紅軍」鋒線雖然有沙拿缺陣，不過有今夏
加盟的迪亞高祖達候命下問題不大；相對之下球隊防線
情況則嚴重得多，預計祖爾麥迪比及法賓奴將會鎮守中
路，左右兩閘起用占士米拿及小將尼高威廉斯，門將艾
利臣比加能否挺身而出領導防線將是勝負關鍵。

李斯特城兩主力可落場
利物浦今場對手李斯特城今季表現平穩，近兩戰全
勝下目前更高踞榜首。占美華迪及占士麥迪臣兩大主
力狀態不俗將肩負入球重責。雖然目前在聯賽領導群
雄，但主帥羅渣士表示現在談奪冠機會言之尚早：
「我們今季有個好開始，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專注於眼
前的比賽，只要我們能團結一致繼續努力，我相信賽
季終結時能有理想成績。」陣容方面，「李城」有卡
斯泰尼和韋斯利科芬拿趕及傷癒上陣，其中後者取
代因傷缺陣的蘇恩古表現出色，以其速度該有助
阻擋沙迪奧文尼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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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今季開局不順的阿仙奴本周將面對
列斯聯的挑戰，不過力爭重回前列
的「兵工廠」賽前卻傳出內部不和
的消息，球隊的團結及鬥志問題成
為主帥阿迪達的最大煩惱。
（now621台周一0：30a.m.直播）
有中場艾利尼及後衛哥拉辛拿斯
確診的阿仙奴今季表現時好時壞，

上場更大敗於阿士東維拉腳下，球
隊近期更接連傳出內部問題，先有
大衛雷斯與丹尼施巴路斯於訓練時
發生衝突，其後韋利安亦因違反隊
內規定前往杜拜度假而受到調查，
令不少球迷擔心球隊未能專注於比
賽之上，主帥阿迪達表示：「我來
到阿仙奴已經 11 個月，我希望球
隊每一場都能以百分百的態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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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帶新效果不俗

AC米蘭力求贏「玻」
■ 夏榮羅辛
奴是拿玻里
目前首席射
手。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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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意甲於香港時間
周一凌晨上演大戰，由拿
玻里主場對 AC 米蘭。兩
軍今季均表現不俗，但衡
量下 AC 米蘭的演出明顯
較穩定，值得看高一線。
（ 有 線 602、 614、 654、 662
台 ， now638 台 及 無 綫 myTV Super301 台周一 3：45a.m.直播）
AC 米蘭今季實行以老帶新，由老
將伊巴謙莫域帶領巴謙戴亞斯、沙利
麥卡斯和基斯爾等新星爭取佳績。球
隊至今出戰7場聯賽得5勝2和保持不
敗，當中每一仗皆最少攻入兩球或以
上，足證進攻火力驚人。人腳上，
「A 米」據報只有葡萄牙前鋒拉菲爾
利亞奧一名傷兵，其餘球員皆可健康
上陣，只要發揮水準絕對有力爭勝。
拿玻里今季演出亦不錯，至今 7 戰
5 勝，但他們明顯沒有 AC 米蘭般穩
定，早前主場面對薩斯索羅竟以兩
球淨負對手。更令人擔心的是，拿

戰，無論我自己或是球隊均有很多
地方要改進，這條路絕不會平坦，
不過我對球隊有十足的信心。」
列斯聯今仗有中場主力加雲菲臘
斯復出，有這位英格蘭代表隊成員
支援前場的班福特，列斯聯攻守上
該可變得更為平衡，是役面對不穩
的阿仙奴有力借勢突圍。

玻里目前仍受新冠病毒困擾，阿爾
巴尼亞守將希沙積和科索沃攻擊球
員拉亞馬尼日前均證實確診，至於
今夏以破球會轉會費紀錄收購的尼
日利亞新星域陀奧森漢，則因肩傷
肯定缺陣，在人腳不整下，拿玻里
未必可如願搶分。
國際米蘭本周聯賽將主場對拖連
奴。「國米」在過去 8 場正式比賽僅
得 1 勝，教頭干地近日更「放風」表
示有意重返英超執教，明顯球隊內
部士氣只是一般。此外，「國米」
今輪將有史提芬奴辛斯、阿歷斯山
齊士、波索域和高拉洛夫等主力因
不同原因缺陣，人腳肯定不整。
（ 有 線 614、 654 台 ， now638 台
及 無 綫 myTV Super301 台 今 晚
10：00p.m.直播）
相反地，拖連奴在過去兩輪聯賽
搶得 4 分，射手比洛迪和中場沙沙盧
傑的合作絲絲入扣，如能做到專心
防務再尋求機會打反擊，絕對有力
搶分而回。

男單Top4包攬年終賽4強
2020年賽季ATP年終賽單打
分組賽於昨日全部結束。世界
排名第 1 的祖高域在事關出線
的關鍵戰中 2：0 戰勝施維列
夫，準決賽將對陣添姆。麥維
迪夫以全勝戰績出線，準決賽
迎戰拿度。
此前祖高域與施維列夫分組
戰績均為 1 勝 1 負，這場對決
的勝者獲得出線權。比賽中祖
高域牢牢掌控了比賽走勢，最
終直落兩盤以 6：3、7：6 獲
勝。
在展望準決賽的對手添姆
時，祖高域表示，「我很尊重
添姆，他目前狀態非常出色，
他喜歡在這個球場打球，去年
他擊敗了我和費達拿殺入決
賽。他現在打得更快了，更具

有侵略性，比賽的完整度更
高，網前也在進步，他可以利
用發球找到任何想要的角度。
每次我們相遇都是一些馬拉松
式的交鋒。我期待準決賽這場
艱苦的戰鬥。」
如果添姆能夠擊敗祖高域，
他將奪得職業生涯第 300 場勝
利。同時他也將成為繼梅利之
後，第 2 位對網壇「三巨頭」
（費達拿、拿度、祖高域）均
至少取得5場勝利的球員。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時隔 16
年後，再由世界前 4 包攬年終
總決賽 4 強：NO.1 祖高域、
NO.2 拿度、NO.3 添姆、NO.4
麥維迪夫，上一次出現這種情
況還要追溯到 2004 年賽季，最
終費達拿奪冠。
■中新網

格連活特、拜仁慕尼黑的艾方
素戴維斯和効力薩爾斯堡、近
期備受熱捧的匈牙利新星施素
保斯拉爾順利當選。
夏蘭特在上季的表現一鳴驚
人，他在薩爾斯堡半個球季出
賽 22 次狂轟 28 球，到今年 1 月
冬季轉會窗加盟多蒙特之後效
率依然驚人，半個球季出賽 18
場射入 16 球，而本季至今則是

近況出色的車路士於昨晚的英超早
場作客紐卡素，結果車路士在主隊守
將費達歷高費南迪斯（右二）於上半場「擺烏龍」下，贏 2：0
全取3分，正式比賽累積5連勝。
■路透社

長話
短說
摩納哥落後兩球反勝 PSG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法甲班霸巴黎聖日耳門（PSG）於
香港時間周六凌晨作客摩納哥的聯
賽中陰溝裏翻船，球隊雖一度憑基
利安麥巴比個人梅開二度，於上半
場領先兩球，只是摩納哥下半場上
演絕地反擊連入 3 球，以 3：2 反勝
PSG。今場比賽之後，PSG 仍以 24
養傷多時的尼馬（
（右）以
分獨居榜首，但領先摩納哥的優勢 ■養傷多時的尼馬
後備身份復出。
後備身份復出
。
路透社
已減至得4分。

雷拿續約多蒙特至 2025 年

■祖高域
祖高域（
（右）順利淘汰施維列夫
順利淘汰施維列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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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寧夏蘭特奪歐洲金童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意大利媒體《都靈體育
報》於昨日宣布，効力多蒙特
的挪威超新星艾寧夏蘭特成為
本屆歐洲金童獎得主。
《都靈體育報》是歐洲金童
獎的主辦單位，他們昨日以頭
版公布賽事結果，結果現年 20
歲的挪威國腳艾寧夏蘭特力壓
巴塞隆拿的安素法迪、曼聯的

氣 勢 如 虹

出場11次射入11球。
歐洲金童獎旨在評選出全世
界最有潛力的新星，並只頒發
給 21 歲以下的球員，獎項由
全球的專家組投票選出獲獎
者。之前 3 屆的得主分別是現
効力馬德里體育會的祖奧菲歷
斯、祖雲達斯的馬菲斯迪歷特
和巴黎聖日耳門的基利安麥巴
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德甲勁旅多蒙特於昨日宣布，成功
和陣中新星基奧雲尼雷拿續約至
2025 年。在本月 13 日才度過 18 歲
生日的基奧雲尼雷拿出生足球世
家，其父為前美國國腳哥迪奧雷
拿。基奧雲尼於 2019 年由紐約城
加盟多蒙特，上季中後段開始獲得
■雷拿續約至
雷拿續約至2025
2025年
年。
出場機會，到今季出戰 7 場德甲則
多蒙特官圖 取得1入球、4助攻數據。

歷奇盧比奧落實回歸木狼

■夏蘭特的表現有目共睹
夏蘭特的表現有目共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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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NBA 昨日有
多宗交易，其中木狼宣布已從雷霆換來後衛歷
奇盧比奧，以及今年選秀第 28 順位麥丹尼
斯。木狼則將前鋒占士莊臣、今年選秀第 17
順位波庫塞夫斯基及2024年第2輪選秀權給雷
霆。現年 30 歲的盧比奧 2011 年起曾効力木狼
6 季。至於今年奪得隊史第 17 座總冠軍的洛杉 ■盧比奧重返木
美聯社
磯湖人以 2 年 1,900 萬美元，簽下死敵快艇的 狼。
年度最佳第6人夏利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