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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甲德甲最佳年輕球員對撼

體育

曹亞文尼連士唐鬥顯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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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歐聯冠軍、西甲 銀河艦隊 皇
家馬德里今夏一反常態，把重金用在收購
年僅 歲的法國中場新貴曹亞文尼之上，
不問而知是為老化的中場線改朝換代作準
備，而上屆歐霸盃盟主、德甲法蘭克福，
近季亦在重點栽培同樣 歲的丹麥中場連
士唐。曹、唐二人分別當選過法甲和德甲
的最佳年輕球員，不僅是各自球隊的未
來，也有潛質成為明日球壇炙手可熱的中
場之星。

歐超盃熱話

連士唐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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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出生日期：2000年2月29日（22歲）
國籍：丹麥
身高：1米82
位置：中場
球會：法蘭克福（德甲）
加盟年份：2021年
前球會：邦比（丹超）
上季表現：39仗入5球、
9助攻（法蘭克福）
國際賽紀錄：5仗
入1球、0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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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新星曹亞文尼。

說好了的基利安麥巴比最終沒有前來，令皇馬今
夏轉會窗暫時要用錢收購的，只有曹亞文尼一人，但
其價值絕對不菲，要用上皇馬最多可達1億歐元的轉會
費從法甲摩納哥購入。其實皇馬在前季亦羅致了另一
年輕法國中場、現年僅19歲的卡馬雲加，如今又招徠
曹亞文尼，顯然是為36歲的莫迪歷、32歲的卻奧斯、
31歲的盧卡斯華斯基斯等中場老將逐漸淡出作準備，
預料今季亦可獲不少上陣機會。

曹亞文尼料穿18號球衣

近5屆歐超盃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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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維拉利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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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
（歐聯
歐聯）
）
2019 年 利物浦

出生日期：2000年1月27日（22歲）
國籍：法國
身高：1米88
位置：中場
球會：皇家馬德里（西甲）
加盟年份：2022年
前球會：摩納哥（法甲）
上季表現：50仗入5球、3助攻（摩納哥）
國際賽紀錄：12仗入1球、0助攻

相比起受到財
困但仍然照樣作出
多個重金收購的宿
敵巴塞隆拿，皇家
馬德里在今夏轉會窗顯得相當沉
寂，即使以1億歐元收購曹亞文
尼，但交易早在6月中便敲定，過
程亦無什麼戲劇性發展，不知還
以為皇馬因什麼問題而被禁在今
個轉會窗作出收購。
皇馬在近年以重金收購的已
成名球星，大多屬失敗作。例如
安察洛堤第一次執教球隊的第2
季，會方以7500萬歐元收購在當
年2014年世界盃表現突出的哥倫
比亞中場占士洛迪古斯，結果失
敗收場，安帥亦慘成這個也許是
皇馬高層一意孤行所作決定的代
罪羔羊，翌季被炒。數年前皇馬
更以超過1億歐元的巨額從車路士
購入比利時中場夏薩特，結果後
者 「傷多過踢」 ，貢獻還遠不及
「神憎鬼厭」 的加里夫巴利。
相反，皇馬以相對較低價
錢，先後收購當時還未滿20歲的
巴西鋒將雲尼斯奧斯祖利亞和洛
迪高高斯，結果在上季取得回
報，兩人都成為球隊贏取歐聯的
重要功臣，而且他們仍有進步空
間。今季的曹亞文尼，以及傳聞
中的來季目標祖迪比寧咸，錢投
資在有潛質的年輕一輩上也許更
好。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皇馬收購成名球星大多失敗

曹亞文尼之前亦獲包括利物浦在內的多家歐洲豪
門搶購，但在沒有多少懸念下最終落入皇馬手中，而
他在皇馬的 「地標」 球季將穿上18號，亦即威爾士球
星加里夫巴利之前的號碼，且看他今季會否像後者一
樣，每每在重要的賽事上有關鍵貢獻。
連士唐於丹麥國內勁旅邦比青訓出道，上季跳上
四大聯賽中的德甲，加盟法蘭克福，整季聯賽為球隊
貢獻了5個入球、5次助攻，不過最為人注目當然是協
助法蘭克福勇奪歐霸盃錦標，過程中連士唐亦多次
成為球隊取得入球的間接功臣，包括在8強次回
合作客巴塞隆拿之役博得12碼，助球隊先開紀
錄最後並獲勝，若隊中主力菲臘高斯迪今夏
最終離隊，連士唐的角色必然更加吃重。國
際賽層面上，連士唐今年正式脫離
U21，並在3月友賽塞爾維亞時取得國
際賽首球，將努力爭取年底世界
盃丹麥隊的一席位。

曹亞文尼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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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里體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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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馬德里體育會
2017 年 皇家馬德里
皇家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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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時勝皇家馬德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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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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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曼聯
2：1

歐超盃勢均力敵宜捧下盤
【大公報訊】綜合歐洲足協官
網、sportsmole報道：今屆歐洲超級
盃明晨會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上演，
由上屆歐聯盟主皇家馬德里出戰歐霸
盃冠軍法蘭克福。論實力和經驗，皇
馬毫無疑問遠勝對手，不過法軍已踢
過兩場正式比賽，近年歐超盃的歐聯
代表往往都要通過加時甚至互射12碼
才獲勝，故今戰 「讓球」 的皇馬讓一
球／球半，應博下盤。（NOW643台
明晨3時直播）
皇、法之前唯一交鋒是1960年歐
冠盃決賽，該仗皇馬大勝7：3；自從
歐超盃於1973年開始以來，皇馬過去
7次亮相，4勝3負，對上一次是2018
年加時後不敵馬德里體育會，反觀法

蘭克福今次是首度出席，不能與皇馬
相提並論。
皇馬今季主要加入了中堅魯迪格
和中場曹亞文尼，不過主帥安察洛堤
資料圖片
之前已明示，今仗會先以歐聯決賽贏 ▲皇馬於2017年奪得歐超盃。
利物浦的原班人腳出擊，即賓施馬、
歐超盃賠率及推介
雲尼斯奧斯祖利亞、莫迪歷等會任正
皇家馬德里 VS 法蘭克福
選，實力毋庸置疑。
法蘭克福在上周德甲揭幕戰主場
開賽時間
11日凌晨3時
以1：6慘敗於拜仁慕尼黑，連同德國
主客和
主1.37
和4.3
客6
主客和
盃總算踢了兩場正式比賽，但主力菲
皇馬讓一球／球半，
讓 球
臘高斯迪前景未明下隨時缺陣，對球
上盤1.94，下盤1.81
隊影響不小。
讓球主客和 [-1]主2.05 和3.55 [+1]客2.7
近10屆歐超盃有8次歸於歐聯代
波膽推介
賽和1：1（半場0：1）
表，但其中6次要加時或12碼後才捧
電視直播：NOW643台
盃，值得留意。

連士唐已有五次代表丹麥隊經驗。
▼
資料圖片

▲曹亞文尼（中）於2021年晉身大國腳。
資料圖片

◀法蘭克福新星連士唐。

助攻王高斯迪勢加盟祖雲

【大公報訊】據football-italia
對高斯迪有意，但後者首先當然會
報道：法蘭克福勇奪上屆歐霸盃錦
選擇可踢歐聯的祖雲，據報祖雲亦
標，中場主力菲臘高斯迪居功不
在 「開快車」 ，希望趕在本周末意
小，據報亦因此而獲意甲豪門祖雲
甲新球季開鑼前完成轉會，雖然開
達斯青睞，並已進入轉會談判的最
價1100萬歐元加獎金，未達法軍所
後階段，隨時會在歐超盃開打之前
提出的1500萬歐元，但差距並不
完成，若無緣為法蘭克福披甲，將
大，問題可望獲解決，若他未能在
令後者大失預算。
歐超盃上陣，必然令本已勝算不高
司職左翼的高斯迪於2018年由
的法軍更難爆冷。
漢堡加盟法蘭克福，直
至上季的4季以來合共
在德甲送出驚人的接近
50次助攻，上屆歐霸盃
他亦以6次助攻成為整
個賽事的 「助攻王」 。
祖雲達斯亦看上了高斯
迪超強的助攻能力，認
為這名29歲塞爾維亞國
腳能夠改善球隊的進攻
能力，與今季免費來
投、司職右翼的迪馬利
亞 「左右開弓」 ，有助
球隊捲土重來爭取錦
標。
▲高斯迪（右）很大機會轉投意甲祖雲達斯。
雖然英超韋斯咸亦
資料圖片

曼聯首戰失利 斟拉比奧特救亡
【 大 公 報 訊 】 綜 合 ESPN
曼聯物色前鋒上又遇挫折。
FC、每日郵報報道：首場英超即
華拿勢回歸德甲萊比錫
吃敗的曼聯，據報已答應祖雲達斯
以1500萬鎊轉會費收購法國國腳
在車路士經歷了失望兩季的德
中場拉比奧特，現時正與其母親兼
國國腳前鋒迪姆華拿，昨天就回到
經理人就個人條件談判。另一方
萊比錫接受體測，若一切順利將會
面，車路士鋒將迪姆華拿就回到前
以 基 本 2500 萬 鎊 轉 會 費 重 投 該
球會RB萊比錫接受體測，或正式
隊。車路士於兩年前以4750萬鎊
回歸德甲。
收購華拿，但上陣89次只射入23
首仗負於白禮頓後，不少球迷
球，與效力萊比錫時159仗入95球
要求會方盡快重組中場線，會方之
相比反差甚大，即使車路士已有盧
前一直在羅致巴塞隆拿中場法蘭基
卡古離開，但仍要清走這名 「冗
迪莊之事上拖拖拉拉浪費時間和其
員」 。
他機會，如今嘗到
惡果後要趕快作出
彌補。2019年加盟
祖雲的拉比奧特已
被投閒置散，尚餘
一年合約之下祖雲
亦樂於把其出售。
與此同時曼聯覬覦
的前鋒、薩爾斯堡
射手班查文錫斯
高，獲紅牛同系球
會RB萊比錫確認將 ▲曼聯欲羅致祖雲的拉比奧特（前）增強中場實
於來季加盟，代表 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