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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病及非國盃影響程度有別

2022年1月13日（星期四）

「兵」員較充足
盃賽勢獲
盃賽勢
獲「 利 」

英格蘭聯賽盃於香港時間周五凌晨上演準決賽首回合賽事，由「紅軍」利
物浦主場對「兵工廠」阿仙奴。兩軍陣容目前皆受疫情和非洲國家盃賽事影

響，但衡量到「紅軍」前場受削弱程度實在遠較對手嚴重，作客的「兵工廠」反
值得看高一線。（香港開電視 77 台，有線 601 及 661 台周五 3：45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馬田奧迪
加特在阿仙奴中
場穿針引線，策
動攻勢。
美聯社

◆迪亞高祖
達是現時利物浦
狀態最對辦的可
用鋒將。
法新社

◆雲迪積克率領利物浦防線
雲迪積克率領利物浦防線，
，嚴防阿仙奴來犯
嚴防阿仙奴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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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軍原定於上周進行首回合對碰，但
由於利物浦連同領隊高洛普在內有

多人確診，沒有足夠球員落場，賽會最
終接受了「紅軍」延期比賽的申請，到
本周五凌晨才踢首回合比賽。只是上周
賽事取消不久後，「紅軍」卻證實早前被
指確診的球員其實大多為「假陽性」（詳
見下稿），只有右後衛阿歷山大阿諾特是真
的確診，令他們有足夠人手出戰本月 9 日對梳士
貝利的足總盃比賽，並輕鬆贏4：1過關。
然而有足夠人手比賽，卻不代表「紅軍」有足夠
具級數球員出戰這場賽事，由於傷病、疫情和出戰

外包檢測多宗假陽性 英超對手促查利記
◆利物浦多宗
「陽性
陽性」
」檢測結
果中，
果中
，僅得阿歷
山大阿諾特為真
陽性。
陽性
。 路透社

非洲國家盃，「紅軍」是役將有前鋒沙迪奧文尼、
穆罕默德沙拿、奧歷治，中場拿比基達和右閘阿歷
山大阿諾特缺陣，翻查利物浦開季至今在所有比賽
合共攻入 81 球，上述 5 名缺陣球員可是貢獻了其中
43 球，超過總入球數一半，如今單靠南野拓實、羅
拔圖法明奴和迪亞高祖達能否填補這巨大空缺，值
得球迷懷疑。

阿仙奴整體近況不俗
阿仙奴在日前足總盃比賽意外被諾定咸森林淘
汰，賽後「兵工廠」球迷普遍認定，球員在面對英
冠級別對手時似乎有點輕敵，是役對手變成利物

浦，一眾球員肯定會認真得多，有望發揮出之前 5 連
勝，或是力戰下僅因球證判決因素才不敵曼城的出
色表現。
更重要的是，阿仙奴雖然也受傷病、疫情和球員
出戰非洲國家盃困擾，今仗有中場格列沙加、湯馬
士柏迪、艾利尼、尼高拉斯比比，後衛富安健洋和
前鋒奧巴美揚缺陣，但說實在上述有一半其實只是
後備球員，加上上場足總盃休戰的門將蘭斯達爾和
射手拿卡錫迪可復任正選，為賓韋特、布卡約沙
卡、馬田奧迪加特和加比爾馬天尼利提供支援，陣
容明顯較完整的阿仙奴，隨時有力反客為主爭取佳
績。

沙拿非國盃表現判若兩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在利物浦表現生猛
的穆罕默德沙拿，香港時間周三凌晨代表埃及國家
隊出戰非洲國家盃分組賽時卻判若兩人，在全場無
甚佳作下，埃及最終以0：1不敵尼日利亞。
根據資料，沙拿今季替利物浦在英超和歐聯合共
攻入23球，表現被指有力媲美「球王」美斯；然而
在周三凌晨比賽，沙拿全場只有35次觸球、1次射門
及兩次嘗試過人，表現之靜和在球會時可謂判若兩
人。而埃及球迷對沙拿的演出自然不收貨，紛紛在
討論區質疑沙拿表現，並指沙拿在沒有利物浦隊友
支援下，其實也不怎麼厲害。
另一方面，沙拿日前接受雜誌訪問時談及了自己
的續約問題，並堅持自己並沒有「獅子開大口」：
「我十分希望留在利物浦，但續約問題是比較複雜

的事，這並非我一個人能夠決定，因最終決定權還
是在球會手上。在此我要表明的是，我並沒有索要
瘋狂的薪金。」據資料顯示，沙拿和「紅軍」的合
約將於2023年6月到期。

特首倡增設文體旅遊局 港協暨奧委會表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提出重組政
府架構的建議，當中包括增設新的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負責掌管文化、藝術及
體育事務等，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
匹克委員會對提議表示支持及歡迎，認
為有助推動本地體育發展。

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取得空前成
功，令本地體育未來發展更受關注，對
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所提出增設新的文
化體育及旅遊局，港協暨奧委會認為該
建議可讓目前隸屬不同政策局管理的事
宜整統並歸一負責，政府制訂體育相關
政策時能獲得更高層的領導，有利產生

協同效應，而且效果將會更加精準，相
信有利香港體育的持續發展，邁向「精
英化、普及化、盛事化」的目標。港協
暨奧委會亦期望政府能繼續和各體育界
持份者緊密溝通與合作，投放更多資源
促進體育產業發展，提升香港作為國際
體壇盛事之都的地位。

古天奴亮相 認投維拉全因謝拉特
◆戴偉浚近年轉戰中
超賽場。
超賽場
。 資料圖片
受訪問時確認戴偉浚已獲得中國護照，有
機會代表國足出戰世界盃外圍賽：「據我
所知戴偉浚已經拿到中國護照，可能還有
協會會籍轉會的手續要處理，但他有機會
隨隊去越南和日本。」對於這位年僅 22
歲的球員，李霄鵬給予高度評價：「戴偉
浚是比較優秀的攻擊型中場，在進攻上能
為球隊帶來變化，年齡也比較適合。」國
足將於1月16日進行首場內部熱身賽，然
後到 20 日舉行第二場內部賽，之後會宣
布決選名單並先去日本再到越南，進行兩
場世界盃亞洲區12強外圍賽。

梁諾恆領軍
「衝超」
成功
而另一位香港球員梁諾恆亦有好
消息傳出，他効力的浙江隊於升
班附加賽次回合與青島隊踢成
0：0，兩回合合計以1：0淘汰
對手宣布「衝超」成功。
◆國足新任主帥李
霄鵬。 資料圖片

菲
◆臘 比 古 天 奴 外 借 重 回 英
超加盟維拉。
維拉圖片

國足新帥讚優秀攻擊中場 戴偉浚 強賽或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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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在香港
土生土長的戴偉浚早前獲國足徵召入選集
訓名單，雖然一度有報道指這名進攻中場
入選只是作為「陪練」不會在國際賽上
陣，但國足主帥李霄鵬確認戴偉浚已取得
中國護照，有機會在世界盃亞洲區 12 強
外圍賽中上陣。
現年 22 歲的戴偉浚少年時曾加入東方
龍獅及傑志青年軍，其後遠赴英
國升學並曾加盟貝利、牛津聯
及狼隊U23，近年轉戰中超球壇
並在深圳佳兆業有不俗表現，早
前更獲國足新帥李霄鵬選入最新
一期集訓名單。不過，這份名
單人數多達 52 人，加上當
時戴偉浚仍在處理護照轉
換手續，有報道指戴偉
浚的入選只是作為「陪
練」而不會在正式比賽
上陣。
不過，李霄鵬早前接

「紅軍」因這次「假陽性」事件不用比賽感到不公
平，更已要求英超賽會作調查，看當中是否有可疑之
處；至於利物浦方面則已表明事件並非該會的過錯。

◆賓韋特是阿仙奴的必然正選中堅
賓韋特是阿仙奴的必然正選中堅。
。 法新社

沙
◆拿 左( 低)迷，埃及隊非國
盃出師不利。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英國傳媒報道，多
支英超球會向英超賽會提出要求，希望調查利物浦上
周出現多宗「假陽性」案例，導致比賽獲批准延期一
事是否有不合理疑點。
英國《太陽報》日前報道，利物浦在原定上周對阿
仙奴的聯賽盃比賽前，將球員檢測樣本交給了一家外
包公司，結果該公司表示利物浦有達雙位數球員確
診，令「紅軍」提出了延期比賽申請並獲接納。然
而，利物浦球員之後再作檢測時，卻發現其實只有阿
諾特一人為真確診，其餘皆是「假陽性」。
消息指，英超球會普遍使用一家名為Prenetics的公
司協助檢測，但「紅軍」卻是外包給當地另一家公
司。據《The Athletic》報道，由於早前有多支英超
球隊在疫情爆發下，仍被迫要進行比賽，故他們對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由
巴塞隆拿外借到阿士東維拉的巴西
中場菲臘比古天奴，當地時間周二
正式亮相，這位將身穿 23 號球衣的
前利物浦球星在記者會中承認，會
選擇維拉全因為舊隊友謝拉特在此
執教。
據英媒報道，早前其實有多支英
超球會邀請古天奴加盟，但這位 29

太陽超越勇士暫登西岸
「一哥」
有「浪花兄弟」史提芬居里和基利湯遜壓陣並合共
攻入 41 分的金州勇士，於昨日 NBA 常規賽作客仍以
108：116不敵灰熊，賽後戰績為30勝10負；由於太陽
同日作客以 99：95
擊敗速龍，賽後戰
績為 31 勝 9 負，故
太陽成功超越勇士
暫列西岸「一哥」
之位。
◆ J 高達
高達(( 左) 攻入太陽全
◆綜合外電
隊最高的19
隊最高的
19分
分。 美聯社

歲球星最終選擇了維拉，古天奴在
記招中表示，一切全因維拉領隊是
謝拉特：「我和謝拉特談了很多，
我認識他已經很久了，我們曾在利
物浦並肩作戰，我從他身上學到了
很多東西，他是我非常欽佩的人。
謝拉特亦已告訴了我球會的現狀，
以及他的雄心壯志。我很開心來到
維拉，我會盡全力幫助球隊。」

長話
短說
冬季第 2 簽敲定 紐卡素挖角基斯活特
英國傳媒報道，早前引入右後衛捷比亞的「新富豪球會」紐卡
素，將於短期內簽入般尼中鋒基斯活特，這位 30 歲的新西蘭前鋒
身價據報達 2,000 萬英鎊。紐
卡素目前以 19 戰得 11 分排聯
賽榜尾 2 位置，和尾 3 的般尼
同分但多打兩場，故紐卡素
今次簽入基斯活特，或有助
削弱對手實力，增強護級機
◆ 基斯活特今季英超
會。
暫入了3
暫入了
3 球。 路透社
◆綜合外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