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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仁鐵衛遭頒令 需回西班牙坐牢？
効力德甲拜仁慕尼黑的法國後防國腳盧卡斯靴

南迪斯，日前被馬德里法院頒下逮捕令，要求他
在19日前返回西班牙服刑1年的監禁。事件緣於
2017年2月當時効力馬德里體育會的他和女友發
生爭吵，爭執過程中女友受傷送院。馬德里法院
隨後判兩人6個月內不准接觸，但兩人很快便和
好如初，更違反了半年內不准接觸的禁令，因而
檢察官要求判處正式1年的監禁刑罰，並由法院

頒下逮捕令。
據悉，盧卡斯
很可能拒絕返
回西班牙，如
果上訴成功，
有可能毋須入
獄。

●綜合外電

A米主力門將休10周 急簽老將頂替
意甲踢了

7輪暫列積
分榜第2位
的 AC 米
蘭，隊中主
力門將邁治
蘭在手腕受
傷後由於需
要接受手
術，會方昨
天證實他未

來10星期都無法披甲。為了應急，「紅黑兵
團」隨即簽下之前効力羅馬的38歲老門將米
蘭迪作為替補。米蘭迪除了羅馬隊外，還曾
効力過祖雲達斯、錫耶納、森多利亞、帕爾
馬與博洛尼亞等球隊。 ●綜合外電

「FIFA病毒」
襲豪門

每次國際足球賽期都會令到各大

球會憂心忡忡，擔心自己的球員會帶傷

歸隊，這亦被足球界稱為「FIFA（國際足

協）病毒」。今次國際賽期，西甲雙雄皇家馬

德里與巴塞隆拿，英超的曼聯、曼城與車路士，

以及摩連奴接手矢志王朝復興的意甲「紅狼」羅馬，都有各自的主力球員

於為國効力期間受傷，慘成苦主。國家隊的比賽才剛告結束，歐洲各大豪門球

隊隨即又要應付聯賽、歐洲賽和盃賽多線作戰，如何在傷員增加的逆境中排兵

布陣，將是給主帥們的一大考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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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賽拿斯尼發福披甲
杜奧巴威風再現

美網新王爆冷止步印第安網賽16強

法甲「裁軍」2023年減至18隊

歐洲豪門部分帶傷病歸隊國腳
球員 司職位置 國籍 効力球會
華拉尼 後衛 法國 曼聯（英超）
盧卡古 前鋒 比利時 車路士（英超）

費倫托利斯 前鋒 西班牙 曼城（英超）
迪亞高祖達 前鋒 葡萄牙 利物浦（英超）
朗奴阿拿奧祖 後衛 烏拉圭 巴塞隆拿（西甲）
艾達米列達奧 後衛 巴西 皇家馬德里（西甲）

阿拉巴 後衛 奧地利 皇家馬德里（西甲）
夏薩特 前鋒 比利時 皇家馬德里（西甲）

譚美阿巴謙 前鋒 英格蘭 羅馬（意甲）
韋斯頓麥堅尼 中場 美國 祖雲達斯（意甲）
拉比奧特 中場 法國 祖雲達斯（意甲）

迪奧靴南迪斯 後衛 法國 AC米蘭（意甲）

艾達米列達奧
阿拉巴
夏薩特

譚美阿巴謙
韋斯頓麥堅尼
拉比奧特 中場

歐洲豪門部分帶傷病歸隊國腳
球員
華拉尼

10月為期十多天的國際賽到昨天悉數戰罷，一些國腳們帶着傷病回到球會報到，令賽程密集的一些歐洲豪門更添煩惱。
西甲雙雄都受到「FIFA病毒」侵襲。皇馬方面，巴西後防主
將米列達奧在對哥倫比亞時傷出，巴西隊醫證實其右腿肌肉受
傷，雖然本周末皇馬的西甲比賽已延期，但據《阿斯報》估
計，他在下周中歐聯對薩克達及接下來作客巴塞的西甲國家打
吡都難以候命，畢竟此子頭8輪西甲場場踢滿，其缺陣再加上隊
中奧地利中堅阿拉巴，昨日亦證實在國際賽中受傷，勢必影響
到皇馬防線的穩定性。近年受傷患困擾狀態大不如前的比利時
翼鋒夏薩特，則在歐洲國家聯賽（歐國聯）準決賽後帶傷回皇
馬，料將缺陣數星期。
深受財困打擊戰績不振的巴塞，隊中烏拉圭中堅阿拿奧祖在
周一的世界盃外圍賽傷出，其大腿後肌傷勢料難趕上對皇馬的
大戰，加上巴塞本已有中場柏迪、前鋒巴夫韋迪與翼衛達斯眾
多「十字軍」，對現列積分榜中游的巴塞無疑是雪上加霜。

華拉尼 費倫托利斯帶傷歸隊
英超「Big 6」豪門中以曼聯最傷，他們今夏新簽的後防大將
華拉尼在隨法國隊出戰歐國聯決賽時傷出，其腹股溝傷勢證實
要休戰數星期，雖然另一中堅哈利馬古尼已接近傷癒，但本周
末對李斯特城的英超大戰，領隊蘇斯克查肯定只能派出艾歷拜
利與連迪路夫扼守中路，兩人近來合作機會不多，難免會令

「紅魔」球迷擔心，尤
其這是「地獄賽程」的
第一關。曼聯同城死敵
曼城的前鋒費倫托利斯，在替西班牙踢歐國聯後則足踝受傷退
下火線，據外媒估計將要缺陣6星期之久。
暫列英超榜首的車路士，其比利時前鋒盧卡古在歐

國聯4強戰後出現肌肉問題，因而缺席了季軍戰，未
知這位得分好手能否趕上本輪對賓福特的聯賽，但
中場簡迪與右閘列斯占士兩位原有傷病球員已經復
操，有助緩解兵荒。利物浦射手迪亞高祖達雖
然也在抵達葡萄牙集訓後受傷，但利物浦方
面昨天證實他很大機會將可夥同右閘原傷兵
阿歷山大阿諾特雙雙復出，候命周末英超對
屈福特的賽事。

阿巴謙扭傷腳踝 摩帥頭痛
意甲方面，摩連奴接掌羅馬隊兵符後重金簽入的英格

蘭前鋒譚美阿巴謙，在對匈牙利的世界盃外圍賽扭傷腳
踝，暫未知要休戰多久；祖雲達斯的美國中場麥堅尼與
中場拉比奧特，則分別在國際賽期間受傷和感染新冠肺
炎，拉比奧特的法國隊友迪奧靴南迪斯也同告染疫，回
AC米蘭報到後需接受隔離。

皇馬巴塞 曼市雙雄 意甲紅狼無一倖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巴塞隆拿積極挽
留陣中新星，希望年輕球員或免費新兵能幫助球隊
克服當前困境。球會昨天宣布，成功與中場新星柏
迪續約至2026年。
年僅18歲的柏迪上賽季加盟巴塞迅即以上陣52

次入4球6獻助攻的表現站穩主力位置，並隨西班
牙大軍參加了今夏歐洲國家盃決賽周，獲評為賽事
最佳年輕球員，及後由於傷病，今季只為巴塞上陣
過4場。柏迪今次與巴塞續長約，據報新合約中包
含了一個高達10億歐元的違約金買斷條款。

紅魔未談續約 巴塞A米等簽連格
曼聯方面，據ESPN報道他們目前還沒開啟與
連格的續約談判，此外上季外借韋斯咸期間狀
態復甦，獲「紅魔」收回後今季上陣時間雖

然不多，卻有2入球1助攻的高效率數據，惟似
乎這位英格蘭中場始終仍難贏得主帥蘇斯克查的
絕對信任。連格與曼聯明年6月底便約滿，據報
巴塞與AC米蘭都有意向這位屆時將回復自由身
的球員招手。

新星柏迪留效巴塞 續約至2026年

●柏迪是巴塞的新生代中場核心。 路透社

●米列達奧今
季8輪西甲均踢滿
全場，他的受傷對
皇馬打擊甚大。

路透社

●譚美阿巴謙
是摩連奴的愛將，
甫加盟羅馬即成球隊
得分重心。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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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拉 尼
(右)在歐國聯
決賽中傷出。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一場在14日凌晨上演的足球慈善賽，邀得多位傳奇
名宿群星拱照。昔日車路士「魔獸」杜奧巴大演帽子戲法，43歲依然威風不減當年。
不過，法國名宿拿斯尼卻似乎「發福」不少，令人懷疑是否因體重原因而使其職業生
涯無法延續。
這場慈善賽在法國球隊馬賽的主場舉行，雙方為馬賽傳奇隊對聯合國慈善聯隊。這
場表演賽可謂星味十足，馬賽傳奇隊由杜奧巴領銜，隊中皮利斯與拿斯尼等球員都是
昔日法國隊一代國腳，而聯合國慈善隊也有幾員法國前球星，包括卡林保與查斯古
特，還有荷蘭名宿古華特、阿根廷前中場核心甘比亞素助威，坐在教練席上的更是退
休3年的阿仙奴傳奇領隊雲加。最終
比賽以馬賽傳奇隊大勝7：4結束，其
中已掛靴3年的杜奧巴個人連中三
元，更兩番呈獻其招牌式的跪地滑草
慶祝動作，讓球迷恍如重溫昔日史丹
福橋「魔獸」的經典。
不過，在找不到球會落班後上月宣
布結束職業球員生涯的拿斯尼，似乎
卻是嚴重「發福」，有網民懷疑這是
否迫使他不得不退役的原因。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梁志達） 法
國甲組足球聯賽昨
天宣布，由2023/24
年賽季起參賽隊伍

將由原有的20隊減為18隊。「裁
軍」有助減輕巴黎聖日耳門
（PSG）在聯賽戰線的比賽負擔，
這支富豪班霸明晨法甲獨腳戲主場
迎戰昂熱，將未能排出強陣應戰。
（now639 台及 714 台周六 3：
00a.m.直播）
法甲決定從2023/24賽季起，由
20隊縮減至18隊，下賽季會有4支
球隊降班，有2支球隊從法乙升班。

據悉，除了梅斯之外，法甲所有球
會都支持這一決定。法甲對上一次
由18隊角逐，已是2001/02球季。

PSG遇「熱」有暗湧
要應付歐洲賽的PSG，「裁軍」
後在聯賽可少打4輪。他們上輪聯
賽爆冷以0：2不敵雷恩，法甲開
季8連勝告終。本輪對手昂熱暫時
在法甲取得 4勝 4和 1負不俗成
績，頗為硬淨，而PSG又有前鋒
尼馬、美斯和中場迪馬利亞等南美
洲球星剛踢畢國際賽未及歸隊，陣
容不整下上季首循環對賽主場6：1
的大屠殺或難重演。

上月剛在美
國網球公開賽封
王的俄羅斯好手
梅德韋傑夫，昨
天在美國舉行的
印第安韋爾斯網
球賽中，遭第
23 號種子保加
利亞名將迪米杜
夫逆轉擊敗，爆
冷於男單 16強
止步。
梅德韋傑夫

在美網拿下職業
生涯首座大滿貫
金盃後，以一盤未失姿態挺進印第安韋爾斯網球賽第4圈，未料到面
對迪米杜夫卻一口氣輸了多局，讓名列頭號種子的他以6：4、4：6、
3：6爆冷提早出局。「他（迪米杜夫）如果繼續保持下去，像今天和
我對戰從（第2盤）1：4落後一路反撲，他就會贏得這項賽事。」梅
德韋傑夫還說：「他這場比賽下半場打得比我在美網所有的對手都要
好。今天並不是我放水讓他贏的。」迪米杜夫將在8強挑戰賽會8號
種子、波蘭球手靴卡斯。 ●中央社

●麥巴比將領銜PSG鋒
線迎擊昂熱。 美聯社

●迪米杜夫(右)擊敗了梅德韋傑夫。 路透社

●皮利斯(左)與卡林保
都已久別賽場。法新社

●杜奧巴(右)重
披球衣獻技。

法新社

●拿斯尼的肚腩看上去脹大了不少。法新社

●阿拿奧祖
倦勤，令巴塞
雪上加霜。

法新社

●盧卡斯靴南迪斯

●邁治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