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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甸普列錫

車仔首回合失機或變陣 皇馬兩守將復出及時雨

車路士預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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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形勢被皇家馬德里逼和，明
晨歐洲聯賽冠軍盃 4 強次回合
生死戰，「藍軍」領隊杜曹或
會棄用頻頻揮霍機會的迪姆華拿，擺出「無鋒
陣」主場迎敵，務求穩中求勝。然而，皇馬兩大
守將趕及傷癒歸隊，上仗大難不死，歐聯王牌教
頭施丹肯定不會再讓「車仔」佔盡上風，誓要來
一個回馬槍，然而同時也會先確保城池不失才伺
機出擊。（有線 616 及 656 台、now643 台、無
綫 myTV Super 303 台周四 3：0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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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車路士乘皇馬殘陣
首回合歐聯
作戰反客為主，全場 12 次射門 5 度

射正，更由基斯甸普列錫先拔頭籌；可
惜領先之下，卻讓皇馬頭號射手賓施馬
把握到唯一一次射中龍門的機會追成 1：
1。當然，手握 1 個作客入球及和局回到
主場踢次回合，其實對藍軍來說也不
差，要知道皇馬歷來於歐洲賽 2 和 2 負從
未擊敗過車路士，而歷來歐聯 4 強 5 次首
回合主場贏不出最終更是出局收場，數
據對「白衣兵團」十分不利。
車仔領隊杜曹歷來在 3 支球隊帥位上合
計與皇馬教頭施丹交過 5 次手，德國人 1
勝 4 和未嘗一敗，是役主場布陣相信會作
出調整，當中勢必棄用頻頻失機的迪姆
華拿。事實上，近仗藍軍由中場夏維斯
串演「假中鋒」的「無鋒陣」發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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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剛戰正是夏維斯踢出復甦表現梅開
二度輕取富咸，保住了英超第 4 名的主動
權。「如果我們沒有箭頭，沙治奧拉莫
斯也無從盯人，這也是解決辦法，」杜
曹說：「但我還未打定主意。」

歐聯生死戰 兩帥穩中求勝
沙治奧拉莫斯與費蘭特文迪兩員皇馬
守將的傷癒復出，在華拉尼新加入「十
字軍」後可謂是及時雨，再加上有首回
合臨危受命表現可圈可點的巴西中堅米
列達奧，施丹在布防上將有更多牌可
打。畢竟首回合遭車路士防守中場尼高
路簡迪破壞了攻守節奏，而皇馬可信賴
的鋒將選擇也不算多，預料施丹在戰術
上也不會過於冒進，避免讓入主車仔後
23戰僅6場有波失的杜曹有機會反擊。

摩連奴接掌羅馬
被炒兩周即有新工

▲曼聯球迷周日進行
了大規模示威行動。
美聯社

◀亨利希望阿仙奴
易主能夠成事。
美聯社

四奪世錦賽桂冠 沙比：不可思議
多，而 20 次奪得排名賽冠軍的他坦言自己的
目標是重回世界第一寶座。「你職業生涯總還
是有目標，而我正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本
次奪冠後，沙比的世界排名可從第 4 升至第
2，僅次於卓林普。
●新華社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曼聯球迷不滿格拉沙家族的
管理已經積壓十多年，近日乘着另謀參與歐洲超級聯賽的風波
而將怒火燃燒起來，要求格拉沙下台的聲浪一發不可收拾。
「紅魔」球迷會日前提出了四項要求，促美國老闆於周五前作
出回應。阿仙奴的情況與曼聯差不多，球迷對班主高安基怨恨
已久；球會名宿亨利日前首次承認，他確有參與 Spotify 老闆
埃克提購「兵工廠」的計劃中。
曼聯球迷組織（MUST）當地時間周一晚給格拉沙家族發
了公開信：「我們為你定下 4 個計劃：1. 自願並公開參與由
球迷主導的足球審查；2. 任命獨立董事，保護球會利益而非
股東利益；3. 讓球迷可持有球隊的股份；4. 球會作出重大決
定時需與球迷協商。我們希望你在周五前以書面形式公開給
出回覆。」周日曼聯主場對利物浦，有過千紅魔球迷參與了
抗議格拉沙的行動，有一批為數 200 人的甚至衝入了奧脫福
球場，又有人與警方發生衝突，最終導致球賽延期。

亨利證有份參與收購阿仙奴
此外，Spotify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埃克以 18 億英鎊求購阿仙
奴，盛傳亨利與伯金等阿仙奴名宿也有份參與其中。亨利日前
受訪時證實了有關消息：「這是真的，埃克說這些不是為了宣
傳或做生意。他長時間以來都是阿仙奴的球迷，他已接觸高安
基，亦表示已籌集了資金。」這位阿仙奴 2004/05英超不敗王
朝的昔日法國球星說：「我們正試圖提供一個讓球迷有份參與
的方案，讓阿仙奴重拾當年的基因。」

長 話 短 說
西維爾爭標夢碎 韋斯咸劍指前四

歐國盃落實大軍名單增至 26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西維爾昨天西甲
主場慘遭畢爾包絕殺輸 0：1，餘下 4 場落後榜首 6
分兼有馬德里體育會、巴塞隆拿及皇馬 3 隊在前
下，幾可肯定已跌出爭標行列。同日意甲，帕爾馬
作客 0：1 不敵拖連奴，確定隨克羅托內來季降落意
乙作賽。至於昨日英超第 34 輪，韋斯咸憑米查利安
東尼奧起孖作客反勝般尼 2：1，落後第 4 位的車路
士 3 分，領隊莫耶斯坦言：「我想帶隊征戰歐聯，
我們距離前四不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由於接種新冠疫苗進度理
想及疫情未見惡化，歐洲各地體壇都開始放寬「閉門」安排。
歐洲足協周一宣布，5月26日在波蘭格但斯克舉行的歐霸盃將
允許9,500名球迷入場。然而，鑒於新冠疫情隨時造成人腳
緊張，歐洲足協昨晚又確認，今夏歐洲國家盃的大軍名單
將由以往的23人增至26人，各國/地區代表隊最遲需於6月
1日遞交最終名單。

●米查利安東尼奧
米查利安東尼奧((左)替韋
斯咸射成2
斯咸射成
2：1。 法新社

●沙比捧起冠軍獎盃。

●高圖爾斯
首回合對車
路士，作出
了 4 次成功
的撲救。
法新社

魔迷四項要求促格拉沙答覆

●自從 2010 年離開
國際米蘭，摩連奴再
國際米蘭，
度回到意甲執教。
度回到意甲執教
。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摩連奴半個月前才
被熱刺辭退，短短兩星期便找到新工──下賽季他將
重回意甲，出任羅馬新主帥，合約為期3年。
羅馬會長丹．費度堅與副會長賴恩．費度堅發文
表示：「一位各級領域都贏得錦標的偉大贏家，荷
西（摩連奴）優秀的領導，將給我們成就一個充滿
雄心的大業。」 摩連奴則對費度堅家族的賞識表
示感謝，「他們讓我了解到球會的雄心有多大，這
成了激發我向前行的動力，希望能在未來幾年打造
出一條冠軍之路。羅馬球迷的激情成功讓我接受了
這工作，我已急不及待希望新球季到來了。」
摩連奴執教波圖時成就了歐聯冠軍神話，一舉成名，
之後在英超車路士、意甲國際米蘭、西甲皇家馬德里、
重回車路士以及曼聯，都能帶隊贏得大大小小的冠軍。
2019年他獲聘成為熱刺領隊，雖然首季無緣前四，但
本賽季一度帶隊殺上了榜首，可惜戰績無以為繼，隨
着歐霸盃爆冷出局及爭四處於被動，參與來屆歐聯無
望，摩帥於上月又告被炒收場。或人事問題或戰績下
滑，領軍生涯每個任期都不過3個賽季的摩帥，且看
這次能否打破「摩三季」魔咒了。

沙比在兩天的決賽中與梅菲大戰 33 局，最
終以18：15在3日實現桌球世錦賽四冠偉業。
新冠疫情以來閉門比賽數月的桌球巡迴賽從
本次賽事的第一輪起就被允許迎接少量球迷入
場，而最後的決賽更是實現滿席回歸，有近千
名觀眾在謝菲爾德的克魯斯堡劇院觀戰。37
歲的沙比帶着 14：11 的領先進入最後一節較
量，儘管曾在 17：13 時被梅菲連追兩局，但
隨後在膠着的第 33 局最終實現清枱，第四次
稱雄世錦賽。
「戰勝奧蘇利雲、拿下一個世錦賽桂冠算得
上是美夢成真，而 4 次奪冠對我來說簡直不可
思議。」在世錦賽賽場實現與老將希堅斯一樣
成就的沙比說，「每次晉級世錦賽決賽，你總
會拚盡全力，這是一個打進決賽異常艱難的比
賽，而你永遠不知道這會不會就是你的最後一
次。」
目前，只有亨特利（7 次）、奧蘇利雲（6
次）、戴維斯（6 次）的世錦賽頭銜比沙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高圖爾斯 3 年
前迫車路士讓他加盟皇馬，被「車迷」視為藍
軍「叛徒」。是役次回合，他與夏薩特兩員比
利時球星將會首度重訪史丹福橋球場，「閉
門」將可避免高圖爾斯遭到球迷的噓聲，有助
減輕這位鋼門的心理壓力。
高圖爾斯 2018 年世界盃贏得「金手套獎」後
拒絕回車路士季前集訓，迫球會成全他轉投皇馬
的願望，因而招來車仔球迷怨恨。惟他加盟皇馬
後表現直插谷底，經過1年才漸漸重拾信心，兼
搶回必然正選位置，上季協助皇馬後上稱王西
甲，今季亦多番力挽狂瀾。他曾經形容，「在西
班牙媒體想殺死我時，我依然堅信自己是當今最
佳之一」，「在海嘯中活過來」。
他的表現遠比遲1年從車仔過檔皇馬的夏薩特
好，這位曾經的「神翼」在皇馬養傷多過上
陣，近來才傷癒復出的他回到史丹福橋，相信
被關注度將難比高圖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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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拔高圖爾斯
拿祖費南迪斯
艾達米列達奧
沙治奧拉莫斯
費蘭特文迪
卡斯米路
卻奧斯
莫迪歷
馬高阿辛斯奧
賓施馬
雲尼斯奧斯祖利亞

夏維斯
美臣蒙特
基斯甸普列錫
芝維爾
尼高路簡迪
佐真奴費路
艾斯派古達
安達斯基斯坦臣
魯迪格
堤亞高施華
艾度亞文迪

路透社

車路士於上周首回合錯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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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亞高施華
堤亞高施華((左)重點
重點「
「招呼
招呼」
」賓施馬
賓施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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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迷公敵重訪史丹福橋
高圖爾斯捱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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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預計陣容

巴塞球員聚餐壯行色 涉違防疫令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西甲巴塞隆拿周末將與爭
標勁敵馬德里體育會正面交鋒，誰勝將可在季尾掌握爭標
主動權。巴塞王牌球星美斯當地時間周一訓練後，邀請隊
友到自己家裏燒烤開大食會，希望藉此團結軍心，提振士
氣。不過，由於是次聚會有他們的家屬參與，涉嫌違反了
西甲以及加泰羅尼亞地區的防疫規定，西甲賽會證實已就
事件展開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