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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集齊歐戰三大榮譽於一身
曾經以高效的防守反擊戰術風靡世界足壇，不過殿堂級冠軍名
◆羅馬頭號
前鋒譚美阿巴謙
在本屆歐協聯攻
入了9球。
美聯社

帥摩連奴自 2015 年接掌曼聯後卻開始走下神壇，其後執教熱刺亦
以失敗告終。看着昔日競爭對手高洛普和哥迪奧拿在所屬球會風生
水起，在意甲默默耕耘的摩連奴終於有所回報，帶領羅馬殺入了歐洲
協會聯賽（歐協聯）決賽對陣飛燕諾，有望一戰封神成為歐戰盡攬三冠第一人，重
拾昔日「the special one（特殊一人）」的光輝。（now643 台周四 3：00a.m.直

盃賽之王
摩帥策
摩帥
策「 馬 」再 起「 飛 」
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摩連奴領
軍 4 次出戰歐戰
決賽，過往勝率
高達100％。
新華社

26 日凌晨在阿爾
首屆歐協聯決賽將於香港時間
巴尼亞地拉那的航空體育場開戰，由意甲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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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羅馬鎮守最
後一關的葡萄牙
國家隊門將魯爾
柏迪斯奧，擁
有豐富的大
賽經驗。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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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美阿巴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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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與荷甲飛燕諾爭奪冠軍。轉戰意甲後愈發低調的
摩連奴再成球壇焦點，職業生涯已奪得歐聯及歐霸盃冠
軍的他如能帶領羅馬在歐協聯封王，即可成為史上首位
集齊當今歐洲三大盃賽冠軍於一身的主帥。
在人腳所限下，羅馬今季發揮不算穩定，不過憑藉煞科戰以
3：0大破拖連奴總算鎖定來季歐霸盃資格，為這場決賽前打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一支強心針。雖然聯賽成績一般，不過球隊在歐協聯晉級過程卻
羅馬能夠一步一步殺入歐協聯決賽，「門
甚有說服力，4強淘汰李斯特城更堪稱代表作。譚美阿巴謙與羅倫
神」魯爾柏迪斯奧認為摩連奴居功至偉。他讚
素柏歷堅尼等進攻球員均狀態不俗，加上有「新托迪」之稱的辛
揚摩帥絕對是世上最佳主帥之一，不但為球隊帶來
尼奧路亦可候命，攻力方面不用懷疑。
本質上的改變，重視每一個細節的態度，更引領球隊
羅馬上一次奪冠已經是 2007/08 年賽季的意大利盃，而
走上冠軍寶座。
歐州賽封王更要追溯至1961年。然而，摩帥此前4度帶
羅馬陣中不乏譚美阿巴謙及辛尼奧路等天才橫溢的球員，
隊出戰歐洲賽決賽均成功奪冠，執教生涯15次盃賽
不過在摩連奴心中門將柏迪斯奧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一員。這位
決賽中亦有13次最終捧盃，這位「盃賽專家」絕
34歲的葡萄牙國家隊門將，不但是「寸王」去年加盟「紅狼」
對是意甲「紅狼」今場爭冠的最大籌碼。
後的首簽，今季更長居正選，是防線的定海神針。他認為，是摩
連奴將球隊帶到另一層次：「摩連奴絕對是世上最偉大的教練之
歐協聯兩大射手正面比拚
一，我們從他身上獲益良多。他十分注重細節，會詳細分析對手的
不過，說到數據，飛燕諾亦不讓摩
優點和缺點，並告訴我們如何利用這些資訊，這是我們能一路走到
連奴專美，球隊此前兩度晉身歐戰
決賽的關鍵。」柏迪斯奧表示，能夠躋身歐戰決賽是每一個球員的夢
決賽均順利奪冠，如今仗能力壓羅
想，然而球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擁有年輕且具潛力的陣容，
馬捧盃，來季更可以升級挑戰歐霸
無論結果如何，這場決賽都不會是我們的終點，未來我們會繼續挑戰
盃，論戰意和鬥心不會比羅馬遜色。
更多錦標。」

◆飛燕諾主
帥史諾力爭執
教生涯首冠。
法新社

紅狼門神歸功寸王洞悉敵情

◆高踞歐協
聯射手榜榜首的
迪沙斯，是飛燕諾
的得分主力。
美聯社

雖然飛燕諾人腳名氣不及羅馬，但論攻力，在荷甲只僅次於阿積
士及燕豪芬兩大班霸，射手迪沙斯在今季歐協聯已射入10球，力
壓射入9球的羅馬前鋒譚美阿巴謙排在射手榜首位，兩名射手的對
決亦將是今場焦點之一。

長話
短說

新「魔君」首談目標 要重振曼聯威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同市
宿敵曼城慶祝衛冕冠軍，曼聯卻要為重
建球隊而煩惱。新任教頭坦哈格日前正
式亮相奧脫福球場，並首次在專訪中談
及「紅魔」的復興目標和對球員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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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 C 朗拿度則是他新計劃的一部
分。
坦哈格在英國時間 23 日在曼聯奧脫福
球場亮相。在首個專訪中，這位 52 歲荷
蘭教頭談到重建球隊的目標。「我說的
曼城在周日煞
科戰反勝阿士東
勝
維拉成功衛冕，
利 最近 5 年 4 次獲
得英超冠軍。 球
巡 隊在周一舉行了
勝利巡遊，球員
遊 和教練們乘坐開
篷大巴，在曼徹
斯特接受成千上
萬球迷的歡
呼
。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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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巴比續約因未到出「門」時

個目標。」

盼可終結
「城利」
壟斷盛世
坦哈格坦言，自己對球員要求很高，
希望他們在場上戰鬥，付出百分百的努
力。「我們希望贏得每一場比賽，而團
隊上下包括球員和工作人員抱持應有態
度將是必不可缺。」英超近數年冠軍被
曼城和利物浦壟斷，坦哈格對兩位功勳
教頭哥迪奧拿與高洛普深感敬佩，然而
強調任何盛世都有終點，被問到城、利
的統治地位會否告一段落，坦哈格自信
地答道：「我相信會的。」
坦哈格表示，他並不強調自己的理
念，而是要讓曼聯重拾球會的足球理
念，踢出攻勢足球，即使未必漂亮也要
得勝。至於 C 朗的去留，坦哈格指新球
季的計劃已預留這位老臣子參與。
◀ 曼聯新任教頭坦哈格亮相奧脫福。
曼聯圖片

哈化柏林後上奪「堡」成功護級
綜合新華社報道 德甲升降班附加賽當地時間23日進行了次回合較量，排在
德甲積分榜倒數第三名的哈化柏林作客 2：0 擊敗德乙第三名漢堡，以總比分
2：1取勝，護級成功。
首回合主場以 0：1 敗陣的哈化柏林，次回合作客對漢堡，柏頓赫特開賽 4 分
鐘角球助攻給保耶達頭槌建功後，自己又在換邊後攻入一球。儘管杜薩特補時
被逐離場，哈化柏林依然力保勝果終場。
在近10年的德甲升降班附加賽中，德甲球隊贏得 9次。和去年類似的是，德
乙球隊今年也是在贏得首
回合比賽後，次回合失
利，無緣升班。哈化柏林
體育總監波碧賽後說：
「我們現在終於如釋重
負，小伙子們今天比賽態
度非常嚴肅。他們表現出
團隊應有的一貫作風，沒
有犯錯誤，始終保持爭取
入球的壓迫性態勢。」
◆ 哈化柏林球員慶祝勝利
哈化柏林球員慶祝勝利。
。
法新社

成功實現德甲十連冠的拜仁慕尼黑昨天宣布
了今夏第一簽，從荷甲阿積士成功免費簽下自
由身離隊的24歲摩洛哥右閘馬斯路爾，據《轉
會市場》資料其市場價值為 2,000 萬歐元。球
會又確認，已與隊中効力了11年的老將、今年
36 歲的「門
神」紐亞續
簽新合約，
延 長 至 2024
年6月約滿。
◆ 馬斯路爾
( 左) 與 拜 仁
簽約至 2026
年。
拜仁圖片

達頓回勇 綠軍撲
「火」
扳平
昨天美職籃（NBA）季後賽東岸決賽，
「綠軍」波士頓塞爾特人在積遜達頓回勇轟
入 31 分的帶領下一路領先，最終以 102：82
大勝來訪的邁阿密熱火，在七場四勝制的系
列賽中將場數扳平2：2。

法網男單多位好手順利晉次圈
三位男單冠軍好手都順利在法國網球公開
賽首圈過關。昨天第 3 日比賽，世界排名第 2
的俄羅斯名將梅德韋傑夫以直落三盤 6：2 輕
取排名第 103 的阿根廷球手巴堅斯。而在第 2
個比賽日，周日剛滿 35 歲的塞爾維亞世界
「球王」祖高域則以 6：3、6：1、6：0 擊敗
世界排名 99 的日本選手西岡良仁，踏出尋求
衛冕第一步。西班牙「泥地王」拿度連贏三
盤 6：2 淘汰世界排名 82 的澳洲對手佐敦湯
遜，朝個人第14次法網封王紀錄目標進發。

梅德韋傑夫首圈輕鬆
◆
獲勝。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外界預期
基利安麥巴比今夏轉會皇家馬德里勢在必
行，豈料剛過去周日突然出現戲劇性變
化，巴黎聖日耳門（PSG）宣布成功留住
這位法國當紅國腳。在法國時間23日，麥
巴比與球會主席艾卡拉菲一同出席記者
會，麥巴比開腔解釋了續約的因由。
有傳聞稱麥巴比和皇馬達成協議後又反
悔，麥巴比否認了這種說法，「我沒有和
任何人達成協議。我們討論了合同，然後 ◆ 麥巴比(右)和艾卡拉菲手執象徵續約到
我作出了選擇。我沒有對皇馬說不，我只 2025年的球衣合照。
法新社
是 對 法 國 和 一 個 全 新 的 PSG 大 計 『 說
是』。我被祖國和首都召喚，感到現在離隊還為時尚早。我從不談錢，我和皇馬或PSG
對話時，都沒有談過錢。我的律師和我的媽媽會談論這方面，但我沒有。」
麥巴比承認，現任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前任法國總統薩科齊都曾勸說自己留在巴黎，然
而對於他擁有球會高層任免話事權一事卻作出否認，強調每個人都有一個應有的位置，
「麥巴比只是一名運動員。」

是個計劃，要讓曼聯重回巔峰，但我們
也必須接受當前的處境。」當被問及他
希望球隊在領軍首個球季能實現什麼
時，他說：「曼聯屬於歐洲聯賽冠軍盃
的，所以這（重返英超前四）將是第一

拜仁簽右閘兼續約老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