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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射手基格納
法國射手基格納(( 白球
衣，10
10號
號)受到墨西哥球員
嚴密看管。
嚴密看管
。
法新社

● 施巴路斯
施巴路斯(( 下) 因
傷退下火線，
傷退下火線
，西班
牙今屆奧運第一場
比賽便連折兩位主
力球員。
力球員
。 法新社

歐洲國家盃的冷風吹到奧運
男足賽場？雖然足球項目的奧運獎
盃分量和含金量都不及歐國盃等國際大
賽，然而對一些球隊來說也是讓年輕球員
累積經驗的練兵場，尤其對於希望急於培

前鋒奧耶沙巴爾、丹尼爾奧莫，中場柏迪，中
堅柏奧托利斯、艾利加西亞與門將烏尼西蒙，

養新星重振球隊聲威的隊伍，就對這項主要

這6名在今夏歐國盃協助西班牙大國腳殺入4強的
年輕球員，獲徵召入了今次奧運男足的大軍名單，
昨天首輪東京奧運分組賽，他們連同皇馬翼鋒馬高
阿辛斯奧和阿仙奴中場施巴路斯兩名「超齡球員」
正選出擊。然而，被視為今屆賽事爭標熱門的這
支「小狂牛兵團」，卻未能旗開得勝，只能與大
部分球員都為本國聯賽効力的埃及隊互交白卷。
意外失了兩分之餘，巴塞隆拿右閘文古沙和
施巴路斯更先後受傷退下火線，初步看兩人
的傷勢，恐有可能緣盡之後的比賽，對「小
狂牛」爭金造成沉重的打擊。

只允許 24 歲以下球員應戰的比賽更為重視。
徵召了 6 名歐國盃國腳的西班牙 U23 隊被視為
今屆奪標大熱之一，可惜在昨天的首輪比賽卻
意外失分兼連傷兩員主將；由基格納和泰奧雲
擔綱以老帶新的法國 U23，更爆冷以 1：4 大敗
給墨西哥 U23；同日韓國、阿根廷等 U23 球隊
也遭逢滑鐵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法國 阿根廷U23雙雙倒灶
同於C組，中場由英超白禮頓的阿
歷斯麥亞里士打擔大旗的阿根廷
U23，更爆冷以 0：2 不敵澳洲
U23，為「小袋鼠兵」入球的是

効力澳洲本國球會的拉治蘭威爾斯與迪利奧。A
組方面，由基格納和泰奧雲兩名「超齡」前國腳
領銜出擊的法國 U23，則意外地以 1：4 不敵墨西
哥 U23，墨足今次大軍中最為人熟悉的，相信是
身經百戰的門神奧祖亞。法國隊主帥拉普坦言，
己隊表現欠佳，「我們要盡快將失望消化，已沒
時間浪費了。」A 組另一場，東道主日本隊順利
打響頭炮，憑天才新星久保建英一箭定江山，以
1：0 小勝南非 U23。不過，同為東亞傳統足球強
隊的韓國 U23，卻在 B 組落筆打三更，爆冷 0：
1 負於新西蘭 U23。當然，徵召了守將遠藤航和
吉田麻也等多名海外球員的日本隊，實力上會較
僅得華倫西亞中場李康仁及波爾多前鋒黃義助為
外流球員的「小太極虎」為強。
剛結束的今屆歐國盃淘汰賽屢現「以弱勝
強」，其中法國隊被瑞士淘汰出局，8 強中有 3
支球隊為小組第 3 名球隊，這股冷風看來也吹到
了今次奧運足球賽場。本屆奧運男足賽 16 隊分 4
組踢單循環，每組首兩名出線8強。

李察利臣
「戴帽」森巴軍
「德」
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巴西
U23和西班牙U23都是今屆東奧男足賽
的爭金熱門，然而這支「年輕森巴
軍」沒有像「小狂牛」般失分，他們
在昨晚的大戰中順利以4：2大勝德
國 U23，効力英超愛華頓的李察
利臣更是獨中三元大放光芒。
上賽季狀態不及 2019/20 球
季勇銳，李察利臣盼藉今次
奧運重新證明自己。這位
24 歲愛華頓鋒線球星昨晚
上半場便三破德國隊大
門，雖然德國隊換邊後
回敬兩球，然而之前
効力廣州恒大的中場
球星保連奴在補時

●拉治蘭威爾
斯 ( 右二
右二)) 射破
阿根廷大門。
阿根廷大門
。
美聯社

接皇馬4號波衫 阿拉巴無懼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皇家馬
德里昔日老大哥沙治奧拉莫斯離隊後，其
4 號球衣被指一直無人敢接，而 21 日，這
件具分量的球衣終於有新主人，他就是以
自由身加盟皇馬的阿拉巴。這位
奧地利後防球星強調，雖然這
號碼並非出自個人的選擇，
然而他有信心，決不會讓
這件波衫蒙上污點。
皇馬傳奇隊長沙治奧拉
●阿拉巴
阿拉巴((左)成為皇馬 4 號
莫斯與球會未能就續約達
球衣新主人。
球衣新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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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拿治
文拿治(( 左) 連中
成共識，今夏約滿轉戰法甲
三元。
三元
。 巴塞圖片
的力量。」
巴黎聖日耳門，其穿了十多年
的 4 號球衣於是懸空。21 日，皇馬
巴塞熱身輕鬆大捷
新兵阿拉巴亮相班拿貝，並確認成為 4 號
球衣的新主人。「拉莫斯是領袖，這無人
皇馬的西甲宿敵巴塞隆拿在 21 日展開
不知，但我來到後被告知這是唯一可用的
了今夏的熱身賽，由於美斯等主力球員或
號碼。我不想向其他隊友要求交換背號，
在國際大賽後休假或正出戰奧運賽，除了
我希望能為這個號碼爭光。」這位約滿告
碧基、比真歷和達斯等中後場一線隊球
別德甲拜仁慕尼黑的守將說：「皇馬是世
員，是役其餘上陣的大都為 B 隊副選兵或
上一家偉大的球會，能到這裏踢球讓我非
年輕球員，然而面對丙組的塔拉戈納仍舊
常自豪。」他強調，自己不要與其他球員
輕鬆大勝 4：0，其中 B 隊 24 歲前鋒文拿
做比較，不要做替身，「我會貢獻出自己
治連中三元，表現出色。

的入球，徹底粉碎了德國隊的扳平希
望。巴西隊後防大將丹尼爾是役也有擔
正，相對上德國 U23 的星味則不及對
手，陣中較有名氣的是入選過大國腳的
鋒將麥斯古斯以及禾夫斯堡中場麥斯美
艾洛特，鍛煉新人的心態較鮮明。

●李察利臣
李察利臣((左)射成
3：0。
路透社

高洛普領軍鬥母會 回首
「恩」
情

●高洛普將領軍面對自己的舊
東家。
東家
。
利物浦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利物
浦領隊高洛普在今晚的熱身賽中，將會
領軍與自己的舊東家緬恩斯同場較技。
這是「紅軍」今夏奧地利之行的第 3 場
比賽，亦會是第一場踢滿 90 分鐘的比
賽，經歷兩場 1：1 後，隨着熱身比賽
踢一場少一場，相信高洛普也希望子弟
兵們能盡快重拾比賽感覺。（本港時間
今晚11：15p.m.開賽）
利物浦日前兩場 30 分鐘的迷你賽先
後與奧地利當地球隊恩斯布魯克及德甲
史特加踢成1：1，兩場比賽高洛普都派
出了不同陣容，而隊中星將如三叉戟的
穆罕默德沙拿、沙迪奧文尼，中堅祖爾
麥迪比和因傷缺席了歐國盃的英格蘭右
閘阿歷山大阿諾特，以及後防新援干拿
迪與中場老將占士米拿，多員一線隊球
員都已落場；而戰畢歐國盃的葡萄牙翼
鋒迪亞高祖達和蘇格蘭左閘安德魯羅拔
臣亦於過去兩天與球隊會合。

利物浦再有歐國盃國腳歸隊

土耳其女排部分隊員
「軟隔離」
新華社記者從土耳其排球協會官網獲
悉，由於在前往東京的飛機上出現了新
冠陽性病例，中國女排奧運會首個小組
賽對手土耳其隊的部分球員被「軟隔
離」。

●埃德姆錯過擔當持旗手
的機會。
的機會
。
網上圖片

土耳其排協官網發布公告稱，由於有
同機乘客被查出了新冠陽性，土耳其女
排隊長埃德姆和另外幾名隊員按照東京
奧組委的防疫規定需要接受「軟隔
離」。目前，土耳其隊已入住奧運村，
也在繼續賽前訓練，並且每天接受核酸
檢測。埃德姆原本被指定為土耳其體育
代表團的開幕式旗手之一。根據防疫規
定接受「軟隔離」的運動員不能參加開
幕式，因此她失去了這次為土耳其代表
團扛旗的機會。
根據東京奧運會《防疫手冊》的相關
規定，在滿足每天核酸檢測結果陰性等
一系列條件的情況下，接受「軟隔離」
或是被判定為新冠密切接觸者的運動員
是可以參賽的。7月25日下午，中國女排
將在東京奧運會小組賽B組的比賽中對陣
土耳其隊。
●新華社

● 迪亞高祖達歸隊跟
操。
利物浦圖片

高 洛 普 球 員 時 代 曾 効 力 緬 恩 斯 11
年，退役後當時年僅 33 歲的他便接過
緬恩斯兵符，在 2004 年成功帶領球隊

升班德甲，但 2007 年又降回德乙，結
果在翌年離開母會。高洛普出任紅軍主
帥 後 ， 曾 於 2016 年 與 緬 恩 斯 踢 熱 身
賽，當時利物浦大敗0：4。是役再遇母
會，高洛普坦言，除了當年在緬恩斯他
曾執教過的現任教頭史雲遜，以及球會
總經理凱度以外，現時緬恩斯已沒太多
人是他還認識的，但「這球會對我的意
義，比與舊友聚首重要得多。我曾在那
裏 18 年，我認識的很多人也很關心這
球會，因此，這對他們重要，對我亦重
要。」緬恩斯上季最後 11 場德甲比賽
只曾一敗，以第 12 名完季，出戰了今
夏歐國盃的奧地利前鋒安尼斯禾與匈牙
利的施沙拉爾都有隨隊前赴奧地利，陣
容較利物浦完整。

曼城取消赴法 熱身機會恐不足
利物浦積極備戰，但英超爭標勁敵曼
城的熱身計劃卻再生變數。由於新冠疫
情防疫條例影響，曼城取消了原定 7 月
31 日前往法國與特魯瓦的友賽，在 27
日主場對普雷斯頓後，如無補賽便要直
接應付 8 月 8 日對李斯特城的社區盾，
恐未必有時間讓球員操起狀態。

長話短說
東奧網球抽籤 鄭賽賽遇大坂直美
昨天完成了東京奧運的網球賽抽籤，男單方面，繼贏得澳網、
法網及溫網冠軍後，有望完成奧運及美網單賽季「金滿貫」美
夢的「一哥」祖高域，
首輪對手是玻利維亞球
手迪利恩，首個最大潛
在對手將會是8強有機會
遇上的日本東道主球手
錦織圭或賽會7號種子俄
羅斯的盧布夫。女單方
●大坂直美為周六展開的
面，主場爭金的大坂直
比賽進行備戰。
比賽進行備戰
。 美聯社

美首輪會對陣中國球手鄭賽賽，假如一路晉級，有機會在8強
遇上去年法網冠軍波蘭新星施禾迪；「一姐」芭迪則有機會與
8號種子捷克名將克莉絲高娃爭入4強。 另一「中國金花」王
薔首輪若戰勝巴拉圭球手萊嘉，次輪或會遇上前法網及溫網冠
軍穆古露莎。
●綜合外電

國米繼阿仙奴後亦退出美國熱身盃賽
由於隊內出現新冠病毒感染案例，阿仙奴日前宣布取消原
定當地時間 25 日展開的美國佛羅里達盃之行，昨天，意甲國
際米蘭也跟隨這家英超豪門，宣布出於對疫情的憂慮，決定
退出這次比賽。根據這個熱身盃賽原本的計劃，阿仙奴會在
4強對陣國米，勝方有機會在決賽對陣愛華頓。 ●綜合外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