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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各措施應對通膨

檳公民校友會理事會宣誓禮

謝岷潗：協助母校

雞蛋肉雞供應穩定

（檳城9日訊）檳城公民校友會會長謝岷潗說，校友
會的成立是為了凝聚校友的力量，以協助母校各方面的
發展，並時刻關注華教發展趨勢。他希望校友們目標一
致，同心協力地維護華教大業，並在傳承的道路上創造
更美好的未來。

■黃漢偉(中)頒發祝賀狀給受封勳銜的徐宗周(左起)、
鄧任海和張舜慶，右為謝岷潗。
演講比賽，這需要龐大的人力和財力才能辦好，希望能
獲得各方的支持。”
升旗山國會議員黃漢偉說，約10年前，公民總校、一
校和二校曾經聯辦運動會，當時的場面令人震撼，希望
三校聯合舉辦的活動能增加，讓3校師生可以互相交流。
會上也頒發祝賀狀給受封DJN勳銜的署理會長張舜慶
和徐宗周，以及受封PJK勳銜的副會長鄧任海，同時頒發
各1200令吉活動基金給總校、一校和二校。
出席者包括公民學校信理會主席拿督莊耿康、公民一
校董事長刑光遠等。（TKY）

校友會後年慶60週年
檳城公民校友會第49屆理事會日前舉行宣誓禮，謝岷
潗致詞時說，該會將在2024年慶祝創立60週年，目前已
開始著手策劃60週年特刊，工委會將在今晚成立。
檳州華校校友聯會長傅振造說，校友聯只有在所有校
友會的支持下才能顯示力量，才能為華教、為社會做出
有效貢獻。
“檳州華校校友聯將在9月7日和8日舉辦全國獨中三語

省，比政府定的頂價還
要便宜。
他說，各項物品漲價
受影響是B40等家庭，
政府與私人界皆努力協
助低收入家庭減輕負

■阿都尤努斯（左四）移交援助品予其中的受惠
家庭代表。

陳碧建挺檳辦啤酒節
陳碧建

■財政王荷茵(右
四)頒發活動基
金給公民三校，
由一校校長尤振
坤、總校校長陳
姝媄及二校校長
洪封堯接領。

（吉輦9日訊）霹州
行政議員拿督都尤努斯
說，政府採取各項措施
應對通膨後，目前市場
上的雞蛋、肉雞供應穩
定，一些公司如宜康

■

校友會關注華教發展

（檳城9日訊）檳華商業
聯合會、雜貨行、威靈壇
會務顧問、陳氏聯宗社發
起人拿督陳碧建太平局紳
響應支持檳州旅遊及創意
經濟委員會主席楊順興，
檳城可辦啤酒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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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阿都尤努斯昨日蒞
臨巴里文打宜康省頒發
援助品予60位低收入家
庭時說，宜康省內的肉
雞只賣1公斤7令吉49
仙，比政府頂價的10令
吉40分來得便宜。
他讚揚宜康省續發揮
企業回饋社區的慈善活
動，協助社區的低收入
家庭獲得關注。該項活
動也獲吉輦愛心慈善群
及吉輦GMPN協辦。
阿都尤努斯較早時在
宜康省北馬總經理占朱
裡及巴里文打宜康省分
行經理曾秀萍陪同下巡
視宜各項物品售賣。
他指出，作為開明自由
世界之都，啤酒節不受影
響，可在檳城舉辦，同時
盂蘭勝會、結婚及生日、
社團宴會等都可舉行。
“這是華人的文化，大家
應互相尊重，並捍衛所享
有的自由和權益，拒絕極
端主義。”（S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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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峰堂兄
賢昆仲令慈
少
林培元校 培均堂弟

林門呂氏碹月嬸母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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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容宛在
Far East Foam Industries Sdn Bhd
Far East Foam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WWRC Urethanes Sdn Bhd
董事部暨全體職員

A15.indd 1

敬輓

8/9/2022 3:58:25 PM

C M Y K A輪 PNA16C

2022/08/09 下午 04:02

GM 001

要聞

10．8．2022（星期三）

A16

大街過港義消隊親子活動
讓孩子學習消防接觸蛇類
（亞羅士打9日訊）米都
大街過港義務消防隊上月
成功舉辦3場開放日親子活
動，讓孩子和父母學習基本
消防知識外，讓孩子近距離
接觸各種蛇類、蜜蜂標本及
蜂窩，每場活動都出乎意料
地獲得家長們踴躍報名，故
應家長要求，該隊會在農曆
七月後再舉辦第四場活動。
開放日活動是在逢週五下午6時至
傍晚7時在該隊位於太子路大街過港
的義消局進行，媒介語為華語，報名
免費。
該活動負責人黃紹維接受光明日報
記者訪問時說，行動管制令結束後，

已經長時間“宅在家”的兒童是時候
參與外界活動，所以該隊舉辦該活動
是讓父母和孩子也在義消局內度過充
滿有趣和有益的親子時光。

農曆七月後再辦第四場
他也說，其實很多兒童對消防員領
域感到好奇和興趣。如果家長或校方
帶領兒童進入政府消防局參與，必須
向當局申請，非常麻煩。
他指出，該活動有分為5個站進
行，包括介紹消防車、消防制服、出
動任務、如何使用滅火器、如何防範
火災、示範滅火演習、介紹各種蛇
類、蜜蜂以及蜂窩等。
黃紹維強調，該隊是依照政府消拯
局提供向教學素材和步驟，傳達知識
給孩子和家長們，唯有該隊提供各種
蛇類、蜜蜂標本與蜂窩，讓兒童近距
離接觸，在政府消拯局是沒有該環
節。
他說，這些蛇類是該隊員捕捉後飼
養，蜜蜂標本和蜂窩則是進行滅蜂窩
任務後收集。蜂蜜無法飼養，只能做

報導 黃秀湘

為標本讓孩子欣賞。現代的兒童極少
能看見或接觸這些動物，該隊員也在
現場讓兒童們觸摸蛇類和拍照。
他強調，隊員們非常對每個站活
動，非常盡心籌備，包括隊員故意製
作小木屋，放火燃燒小屋後，向兒童
示範消防員火災現場如何用消防水喉
滅火。“兒童們非常踴躍投入每個環
節，積極發問問題，勇於嘗試觸摸小
動物，嘗試持着消防水喉滅火。”
黃紹維也透露，起初該隊通過臉書
專頁宣傳此活動，接受家長致電報

■隊員示範如何用器材捕捉蛇只。

■大街過港義務消防隊上個月成功舉辦3場義務消防局開放日的親子活
動，每場吸引近50名家長報名。
名，想不到反應非常熱烈，結果上月
內已舉辦了3場，而每場有約50名家
長報名。他說，該隊也常常接獲很多
家長致電欲要報名，該隊決定過了農

曆七月後進行第四場活動。如果興趣
報名者，留意該隊臉書專頁做出最新
活動日期。（CSH）

■小木屋着火，消防員持着消防水喉滅火。

深 切 哀 悼
本會會員

林培元少校令慈
本會顧問

■前排左起黃永安、林生友、曾六妹、陳秀鳳、劉啟添、何秋福、馮財福、林慶翔及方勇
明。
掌握新科技，助教師提升教學
素質。”他說，該校已擬定一
系列百年校慶暨新教學樓開幕
活動，三機構期盼百年校慶晚
宴能獲得愛華教人士的支持，
以達致籌款目標，歡迎前任校
（大山腳9日訊）1922年創 宴將在當天晚上7時在學校禮
長、教職員和校友們參與。
校的馬章武莫啟新小學，將在 堂盛大舉行。當天早上也會舉
“新教學樓建好後，我們還
12月3日舉辦百年校慶暨新教 辦校友回校日，希望校友們回
需要添購設備，及提升殘舊的
學樓開幕禮，為該校籌募60萬 校共襄盛舉。
設備，改善了硬體設施後，軟
他說，政府撥款資助興建的
令吉設置精明課室一體機及董
體方面也要做跟進。”
事會發展基金，希望熱心教育 4層樓教學樓已落成，有18間
出席者包括籌委會署理主席
的社會人士、家長及校友們熱 課室和特別課室如會議室、圖
何秋福、副主席曾六妹、副主
書館和科學室等，為學子們提
心捐助。
席兼家協主席林慶翔、副主席
供優越學習環境。
12月3日百年校慶
兼校友會主席黃永安、總務馮
“新教學樓18間新課室及舊
財福、財政方勇明，及募捐小
該校董事長劉啟添今日在該 的7間課室，共25間課室將設
組主任林生友。
校召開記者會時指出，活動晚 置精明課室一體機，讓學生們

裝備精明課室 募發展金

啟新小學冀籌60萬

拿督葉達傑博士上校令外祖慈

林門呂氏碹月老太孺人仙逝

溫恭
仁慈

明年全校上午班

劉啟添透露，該校過去因教室不足，而推行
上下午班制，如今課室已足夠，因此明年

■為讓學生能跟上科技學習的時代，啟新小學
需裝置精明課室一體機，以提升教學素質。
KAY SIN”，或網上匯款入“LEMBAGA
PENGURUS SJK （C）KAY SIN”，大眾銀行
戶頭號碼3148767806。
募捐及詳情可聯絡林生友（012-486
2828）、何秋福（012-484 5388）或馮財福
（012-410 1133）。（CSH）

吉中忠順世家修建宗祠
28日聯歡宴盼籌150萬
（雙溪大年9日訊）吉中忠
順世家修建宗祠委員會定於8
月28日（星期日）晚上7時30
分，在明修大會堂舉辦籌募修
建宗祠基金聯歡宴會，籌款目
標為150萬令吉。
該世家理事會主席陳國祥籲
請全體機構成員同心協力，積
極向宗親募捐，希望陳、鍾、
羅、賴4姓宗親慷慨解囊，全
力支持，以期積沙成塔，集腋

成裘，讓修建工程早日落實。

40多年建築已破損
他說，該世家理事會曾在79
周年紀念暨秋祭祭祖聯歡宴會
上，成功募獲80萬令吉，唯距
離230萬令吉的目標仍非常遙
遠，因此修建宗祠理事會決定
舉辦上述籌款晚宴，以期再籌
募150萬令吉基金。
他說，該宗祠自1979年建

■吉中忠順世家修建委員會成員，前左起陳美美、陳燦國、
陳美卿、陳國祥、陳炳良、陳雅幼、鍾創振與陳福強。

竣至今已40餘年，建築物在
風吹雨打下，已經陳舊破損，
因此，理事會同人計劃進行維
修工作，讓宗祠趕得上時代步
伐，以全新面貌示人。
籌款方式如下：（1）大堂
主柱8根，凡是樂捐10萬令吉
或以上，將以樂捐人士命名。
（2）大堂支柱14根，凡是樂
捐5萬令吉或以上，將以樂捐
人士命名。（3）樂捐大堂主
柱與支柱，獲筵席1桌。（4）
樂捐2000令吉或以上，獲2個
席位。（5）樂捐300令吉或
以上，獲1個席位。（6）樂捐
2000令吉或以上，獲在禮堂懸
掛玉照。
有意樂捐者，可聯繫該世家
座辦陳淑娟，電話019-441
2006。修建委員會成員包括
主席皇室高級拿督斯里陳炳
良、副主席鍾創振、總務陳家
偉、財政陳福強、婦女組顧問
陳美卿及主席陳雅幼、青年團
團長陳美美及4機構成員等。
（CSH/GN）

Persatuan Pegawai Bersekutu APM Pulau Pinang
馬來西亞民防部隊檳州官聯協會
PPj. Pang Ah Lek
Kol Dato Seri Goh Eng Hoe
Kol Dato Ong Poh Eng
Lt Kol Choo Beng Chin
Lt Kol Felix Chuah Gim Chuan
Lt Kol Dato Ng Hooi Lye
Lt Kol Dato Ooi Chao Syhuan
Lt Kol Dato Alan Cheah
Lt Kol Dato Goh Yong Chee
Lt. Kol Dato Khoo Kay Huat
Lt Kol Dato Pang Yun Tiam
Lt Kol Dato Yeoh Moh Chai
Lt Kol Richard Ooi
Mejar Allen Chee
Mejar Cheah Chin Wah
Mejar Cheng Su Hua
Mejar Cherlum Cheng Chin Eng
Mejar Chong Soon Kheng

Mejar Jeffrey Tan Siew Hooi
Mejar Johnny Tye
Mejar Lee Sock Khim
Mejar Saw Nee Cheong
Kapten Bryan Chuah
Kapten Cheng Seow Heng
Kapten Dastagir Mohd Yassin
Kapten David Chen
Kapten KC Khor
Kapten May Lee Hooi Pheng
Kapten Ng Seng Hing
Kapten Onnie Goh
Kapten Paramaguru Balan
Kapten Soon Wei Choon
Kapten Tan Teik Chuan
Kapten Terry Tsng
Kapten William Hoe
同敬輓

2843218

新學年計劃落實全校上午班制，屆時學生也能
應用精明一體機課室上課，也方便家長們載送
孩子上下學。
他說，啟新小學於1922年3月3日創立，以椰
林別墅做校舍，當時只有12名學生。
校長陳秀鳳說，該校目前共有526名學生，近
年學生人數都維持在大約500至600人左右。
她說，在新教學樓啟用後，該校可容納高達
900名學生，她希望村內及附近一帶的家長，
在軟硬體設施獲提升後，能把孩子送入啟新小
學就讀。
欲捐款的熱心人士，支票抬頭請寫
“LEMBAGA PENGURUS SJK （C）

光明日報外坡辦事處：吉隆坡03-79658888．太平05-8088780．威南04-5823859．威中04-5388589/04-5398599．威北04-3330345．雙溪大年04-4221350,4256451,4220162．亞羅士打04-7311166,04-7323171．加央04-976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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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聯賽

歐冠冠軍皇馬備受看好可捧起歐洲超級杯。

C羅未參與熱身賽

A18
■

C M Y K A輪 PNK02C1

歐洲超級杯

曼聯5比1大勝低級別隊

（曼徹斯特9日訊）
曼聯安排在卡靈頓訓練基地進行一場
熱身賽，不過C羅納多沒有參加。曼
聯與英格蘭第五級別的球隊哈利法克
斯進行一場熱身賽，最終曼聯5比1大
勝。
這是一場為替補球員們安排的熱身
賽，在對布萊頓的比賽中沒有出場，

或者出場時間較少的球員。參加這場
比賽的球員，包括拜利、希頓、林德
洛夫、萬比薩卡、加納喬、埃蘭加、
加納、馬拉西亞。
對哈利法克斯的熱身賽，有消息稱
C羅將首發登場。不過，這個消息並
不準確，C羅未參加這場熱身賽。

利物浦再增傷員

蒂亞戈缺陣6週

■利物浦中場蒂亞戈（6號）在客戰
富罕的比賽中，因為腿筋拉傷而提
前離場。
來。
張伯倫早就受傷，現在蒂亞戈也受
傷了，肯定不好。我們有8名中場，
還有足夠的球員，只是部分球員受
傷。”

隊。
華倫西亞前鋒格德斯加盟狼

■

轉會費逾1億3000萬

格德斯加盟狼隊
（倫敦9日訊）華倫西亞宣佈，已
經與狼隊就葡萄牙前鋒格德斯的轉會
達成協議。
轉會專家羅馬諾透露，格德斯的轉
會費為3000萬歐元（約1億3600萬令
吉），另外還有浮動款項。格德斯已
經通過狼隊的體檢，雙方很快將簽署
一份為期5年的合同。
華倫西亞官方寫道：“華倫西亞和
狼隊已於8月8日達成協議，格德斯轉
會到英超球會。格德斯2017年從巴黎
聖傑門加盟華倫西亞，在各項賽事中
出場198次，打進40球並提供32次助
攻。2017年9月9日，他在對馬德里

英冠聯賽

芬蘭上演一場引人關注的比賽，上賽季歐
冠冠軍皇家馬德里對陣歐洲聯賽冠軍法蘭
克福。法蘭克福在上週末以1比6慘負德甲
巨人拜仁慕尼黑，狀態和防守糟糕。歐戰
經驗豐富的皇馬備受看好捧歐洲超級杯。
皇馬上賽季奪得歐冠、西甲、西班牙超級杯三座冠軍獎
盃，成為西甲球隊的最大贏家。新賽季，皇馬在保持上賽
季主力陣容的同時，引進兩名新援楚阿梅尼和呂迪格。這
將增加皇馬在防守端的陣容厚度。
西甲聯賽尚未開始，歐洲超級杯將是皇馬在休賽期後的
首場正式比賽。這將是檢驗皇馬備戰的試金石。皇馬在新
賽季3場熱身賽取得1勝1平1負，包括以2比0戰勝意甲強
旅祖雲杜斯。

安帥最強陣出擊

10日賽程

考慮到事關歐洲超級杯獎盃，又是新賽季的第一場正式
比賽，皇馬主帥安切洛蒂一定會全力以赴，盡可能地祭出
自己心目中的最強首發陣容出戰。上賽季表現出色的皇馬

4.52

6.53

皇馬1球.1球半；大小2球半.3球

沃福特

（中立場：芬蘭）

英冠驚現柏甘式吊射

薩爾半場起腳破門

敬告
教友親友
我們最敬愛的至親

林門拿汀倫氏鳳娥夫人

■沃福特前鋒薩爾
從本方半場打進
一腳“柏甘式”吊
射，技驚四座。

巴黎奧運網賽確定紅土

夫：拿督林東英 DSPN DJN PKT
子：林綜億 (Joshua Lam)
媳：古崔璀 (Eunice Khoo)
女：林慧君 (Carol Lam)
林慧儀 (Felicia Lam)
林佩玲 (Irynn Lam)
林佩韻 (Anna Lam)
女婿：Leong Weng Cheong Clive Chin Ching Yeu
蔣維祺 (Chiu Wikie)
Ong Wei Yang
外孫男：Janzen Leong Zhao Shen
蔣嘉鋮 (Brandon Chiu) 蔣嘉俊 (Joel Chiu)
蔣嘉耀 (Ashton Chiu)
蔣嘉樺 (Caden Chiu)
王子賢 (Raphael Ong) 王敬賢 (Jayden Ong)
王瑞賢 (Isaac Ong)
外孫女：Carissa Leong Kay Lynn Caitlin Chin Kai Li
Callie Chin Kai Wen

羅蘭加洛斯再成焦點

( 尚有侄甥孫輩等暨親屬眾多，未能盡錄 ) 同啟

治喪處：檳城峇都眼東聯合福建公塚殯儀館 B 格
H/P：019-589 9418

2843184

網球

（巴黎9日訊）巴黎奧組委會官方宣布，2024年巴黎奧
運會網球賽事將於該年7月27日至8月4日，在羅蘭加洛斯
舉行。這意味着第32屆奧運會網球賽是在紅土賽場。
巴黎奧運網球賽設男單、女單、男雙、女雙和混雙5單
項。屆時，德國人茲維列夫以及瑞士好手本西奇將在男女
單捍衛冠軍頭銜。

闖WTA多倫多站次輪

小威迎14個月單打首勝
（多倫多9日訊）23屆大滿貫冠軍、美國“黑珍珠”小
威廉斯在次盤挽救了全部六個破發點，最終以6比3、6比
4擊敗幸運落敗者、現世界第57位的西班牙球員帕裡迪亞
茲，收穫去年法網之後的第一場單打勝利，也是去年澳網
之後的第一場硬地勝利。
本場比賽也是小威在本項賽事取得的第35勝，超越埃弗
特成為第一人。她接下來將靜候本西奇和馬丁科娃之間的
勝者。
“很開心能回到多倫多，我之前不確定自己能否再度在

2024

年巴

謹此敬告教友親友們 !

（里約熱內盧9日
訊）巴西男子足球
國家隊在今年卡塔
爾世界杯上的新球
衣本月8日起開始線
上銷售。巴西足協
表示，這款新球衣
的設計靈感來自美
洲豹。
根據巴西足協官
網發佈的圖片，主
場款黃色隊服上整
體有豹紋暗紋，在球衣的領口和脖頸處有巴西
國旗圖案的設計，而客場款藍色隊服的袖口處
是藍綠相間的豹紋。使用豹紋設計是因為在巴
西中西部的潘塔納爾溼地地區，棲息著全美洲
數量最多的美洲豹。
巴西足協稱，這套隊服名為“巴西之爪”，
當地語言中可引申為“巴西意志”或“巴西血性”，體現
了國家榮譽、青年文化和創新精神。這款隊服8日首發僅
限於贊助商品牌的線上店，當天客場款藍色隊服就已經全
部售罄。線下銷售將從本月12日開始。

黎奧運會網球賽。
羅蘭加洛斯將舉辦

悼於主曆 2022 年 8 月 7 日 ( 農
曆壬寅年七月初十日 ) 晚上 9
時 38 分蒙主恩召，息勞天家，在世寄居 80 載。茲擇
訂 8 月 9 日 ( 星期二 ) 晚上 8 時 30 分，8 月 10 日 ( 星
期三 ) 晚上 8 時 30 分舉行追思禮拜，8 月 11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1 時舉行安息禮拜，隨後出殯，奉移至檳城峇都
眼東聯合福建公塚火葬場火化。

（倫敦9日訊）沃福特的塞內加爾國腳
薩爾（24歲）在英冠第2輪客戰西布隆的
比賽中，從本方半場打進一腳“柏甘式”
吊射，技驚四座。
英冠聯賽
不過，西布隆在上半場結束前扳平比
分。下半場，沃福特獲得點球，薩爾有機會
梅開二度幫助球隊反超比分，但這一次他主罰的點球被門
將撲出。英國媒體調侃道：看來12碼（點球）對於薩爾
來說還是太近了。薩爾已經代表塞內加爾國家隊出場過
47次，作為主力隨隊贏得今年非洲杯冠軍。上賽季，他
為沃福特在英超打
進5球，不過未能
率隊保級。

鋒霸本澤馬繼續坐鎮前場挑大樑，為球隊衝鋒陷陣。和本
澤馬搭檔組成前場三叉戟的應該會是阿扎爾和巴西新星維
尼修斯。
前場進攻核心位置上，自然是克羅地亞隊長“魔笛”莫
德里奇坐鎮中軸線。坐鎮皇馬中後場負責攔截掃蕩的主力
後腰會是巴西名將卡塞米羅。皇馬新援楚阿梅尼和卡塞米
羅搭檔組成雙後腰組合。
法蘭克福在德甲聯賽遭遇慘敗，對球隊新賽季的信心有
些打擊。這時，他們又遇到一支強大的隊伍。法蘭克福或
許無力抵抗。
法蘭克福上賽季在德甲表現並不好，僅排名第11。他
們卻在歐洲聯賽壓倒多支強隊，奪得歐聯冠軍，這樣的結
果出人意料。新賽季，法蘭克福將面臨多線作戰的壓力。
對於一支投入不多的球隊來說，這將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賽
季。
法蘭克福首輪負於拜仁後，主帥格拉斯納表示：“在開
局很快落後後，我們急於扳平導致場上戰術混亂，最終以
慘敗告終！我們將從這次失敗中吸取教訓，我們是時候先
撤退防守了！”德甲首輪慘敗讓法蘭克福意識到球隊的弱
點在哪裡，而這一次再次對陣豪門，球隊勢必在防守端發
力，皇馬很可能面臨“大巴”的防禦。
皇馬歷史上很少和法蘭克福交鋒。可以說，這一次皇馬
面對的是一支神秘之師。不過，實力較強的皇馬如果發揮
正常，仍有很大機會拿下對手。

設計靈感來自美洲豹

1-1

（赫爾辛基9日訊）歐洲超級杯決賽將在

巴西國家隊球衣開售

1.46

皇馬料捧歐洲超級杯

歐洲超級杯
皇家馬德里（西） 11日3.00am 法蘭克福（德）

8日成績

西布隆

體育會的比賽中上演華倫西亞首秀，
2019年他是球隊舉起西班牙國王杯的
球員之一。球會感謝他作為華倫球員
表現出的職業精神，並祝願他在職業
生涯的新階段取得好成績。”

法蘭克福上週末慘敗

■

（利物浦9日訊）英超首輪利物浦2
比2戰平富罕，比賽結果不能讓人滿
意，“紅軍”還損兵折將。利物浦中
場球員蒂亞戈在比賽中腿筋拉傷，可
能要休息6周，球隊的中場肯定受到
影響。
蒂亞戈在下半場因為腿筋拉傷而早
早離場。經過初步診斷，蒂亞戈需要
休息6周。他可能會錯過賽季初一些
硬仗，包括本月22日對曼聯的“雙紅
會”，以及9月3日對埃弗頓的默西塞
德德比。
蒂亞戈受傷對利物浦來說很不利，
因為球隊已經傷兵滿營，包括張伯
倫、瓊斯、凱塔都不能上。克洛普表
示：“凱塔只是病了，下周就會回

這裡比賽。多倫多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賽事之一，很開心能
夠重新來到這兒。”小威賽後說。
“我想，隧道的盡頭就是一束光。我越來越接近那道光
了（笑）。最近對我來說就是這樣。我迫不及待地想到達
那道光。（那道光是什麼？）自由！”自去年溫網女單首
輪比賽中因跟腱拉傷退賽後，小威有近一年沒有出戰任何
賽事，不少人猜測她可能會選擇退役。
在ATP蒙特利爾大師賽，三屆大滿貫冠軍得主、37歲的
瑞士名將瓦林卡，男單首輪比賽中，儘管第二盤2比3落後
時連贏四局將比賽拖入到決勝盤，但最終在鏖戰2小時10
分鐘後仍以3比6、6比3、3比6不敵魯蘇沃裡，自去年2月
澳網首輪擊敗索薩後，連續18個月未能在巡迴賽硬地賽事
中贏球。

284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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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夏天回歸巴塞？

替代養病的阿萊

梅西團隊否認接觸

德甲聯賽

道稱，巴塞羅納與巴黎聖傑
身邊的人已經進行接觸，討

法甲聯賽

論他明年夏天回歸巴塞的可
能性。不過，梅西團隊否認
這種說法。
梅西團隊表示：“拉波爾塔（巴塞
主席）沒有與梅西身邊的人進行過任
何接觸，梅西團隊也沒去跟巴塞接
觸。如果誰表示雙方有接觸，那就是
在撒謊。”
梅西身邊人士表示：“梅西沒有和
巴塞進行任何的談判和交流，他現在
也不會考慮回歸巴塞的任何可能性。
梅西專注的是年底的世界杯，而且前
往一支充滿輕鬆氣氛的球隊也是梅西
考慮的未來可能性。”
去年的8月8日，梅西召開新聞發佈
會，宣佈告別巴塞，那無疑是巴塞近
年來最悲傷的時刻之一。1年之後，
已經有人猜測和公開談論梅西在明年
夏天回歸巴塞的可能性，屆時他與巴
黎聖傑門的合同到期。目前加泰羅尼
亞媒體也不斷放出消息，梅西和巴塞
進行談判。
在甘伯杯比賽之前，拉波爾塔再次
提到梅西，他表示：“我不打算多談
梅西，因為他是大巴黎的球員，我只

多蒙特引進莫德斯特

（柏林9日訊）多
蒙特週一官方宣佈，
已經從科隆引進前鋒莫德斯特（34
歲），以替代被查出睪丸有腫瘤的
阿萊。
莫德斯特職業生涯效力過波爾
多、霍芬海姆、科隆、天津權健等
球隊，這次從科隆轉會多蒙特。雙
方簽約1年，他將穿20號球衣。莫德
斯特在德甲效力多年，上賽季32場
比賽打入20球。
莫德斯特表示：“我非常感激在
科隆的這段美妙時光。不過，在這
個年齡，多蒙特給我提供一個特別
的機會，讓我可以在最高水平的歐
冠展現自己。我承諾將竭盡全力，
幫助球隊取得成功。”
多蒙特體育總監凱爾表示：“分
析上賽季的表現後，球隊決定引進
一位經典的9號球員。在阿萊養病

（巴黎9日訊）最近有報
門球星梅西（35歲）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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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蒙特新援莫德斯特（左）展示
20號球衣。
的情況下，我們很高興能引進莫德
斯特。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球員，
對德甲非常瞭解，上賽季打入了20
球，非常適合多蒙特的足球。”

涉嫌襲擊女友
■梅西團隊
否認和巴塞
進行接觸？

舊是世界頂級。
明年合約到期之後，梅西的首選也
是前往邁阿密國際效力，因為梅西持
有這支球隊相當多的股份。邁阿密國
際老闆柏甘正在全力操作讓梅西，布
斯克茨和蘇亞雷斯重聚。

想說，我們在道義上虧欠他。我與他
家人的關係很好。”
與此同時，梅西上週日回到巴塞羅
那度假。在上週六的法甲比賽中，
梅西打入2球，其中包括一個倒鉤進
球。在球隊獲得大勝後，他也獲准休
息幾日。梅西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必要
和巴塞這個爛攤子扯上任何關係，自
己在大巴黎表現出色，工資待遇也依

三球星合同或涉嫌犯罪

■巴塞認為特爾施特
根（左起）、朗格萊
和德容的合同或涉嫌
犯罪；皮克（右）的
合同沒問題。

巴塞擬向檢察官起訴
（加泰羅尼亞9日訊）據西班牙媒
體消息，巴塞羅納準備就德容、特
爾施特根、朗格萊的合同向檢察官
提起申訴，要求取消他們目前的合
西甲聯賽
同，回歸到原來的合同中。
巴塞認為，這三位球星當年雖然同
意降薪續約，但合同中規定之後能獲得巨額補
償，獲得的補償數遠超降低的數目，這樣的合
同已經涉嫌犯罪。
西媒表示，巴塞管理層現在認為這幾位球星
當年簽下的續約合同是非法的，甚至涉嫌“不
公平管理罪”。巴塞的律師以及一位檢察官認
為巴塞應該將這樣的合同提交給檢察部門。如
果檢察官認為這樣的合同是非法的，那麼合同
將回歸到原來的條件。
特爾施特根和朗格萊的合同將在2023年6月
到期。德容的合同在2024年到期（目前是2026

年到期）。此外，球員還需要放棄續約合同中
規定的可以獲得的補償。
當年的續約導致巴塞要支付的薪水總額比原
合同多出3.11億歐元（約14億1000萬令吉），
而球員的降薪總額只有3000萬歐元（約1億
3600萬令吉）。
也就是說，巴塞前任管理層讓球員降薪3000
萬歐元，卻得讓後面的管理層多支付3.11億歐
元。這樣的行動是在前主席巴托梅烏辭職前
一周完成的。巴塞管理層認為巴托梅烏涉嫌犯
罪。巴塞球星皮克是另外的情況。他只延長的
合同，合同中沒規定可以獲得補償。

吉斯接受審訊
（倫敦9日訊）被控襲擊前女友的
曼聯名宿吉斯（48歲）週一出庭受
審。檢察官指出他私下里有醜陋和
邪惡的一面。
吉斯被控在2017年8月至2020年
11月期間，控制和脅迫他的前女友
凱特，並於2019年11月1日在家中
襲擊凱特和她的妹妹艾瑪。
吉斯週一身穿深色西裝出席庭
審，他否認相關指控。
在法庭上，檢察官指出：“他受
到粉絲們的崇拜，在場上表現得非
常出色。但在場下，在他的私生活
中，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在閉門的情

■吉斯（中）週一穿深色西裝出席
庭審，他否認涉嫌襲擊女友的指
控。
況下，事實證明他的性格中有著醜
陋和邪惡的一面。凱特在受到吉斯
的攻擊後決定結兩人的關係。這是
一段涉及一系列生理和心理虐待的
私生活。”
吉斯的審訊預計將持續10天。陪
審團將由7名女性和5名男性組成。

意大利杯（64強）

亞洲足協杯（東南亞區半決賽）

8日成績

熱內亞（乙）
薩索羅（甲）
克雷莫納（甲）
波羅納（甲）

3-2
2-3
3-2
1-0

10日賽程

貝內文托（乙）
莫德納（乙）
特爾納納（乙）
科森扎（乙）

越南電信（越） 7.00pm 吉隆坡（馬）
（注：僅列大馬球會賽程；東南亞區3組第1名及
1支最佳第2名晉東南亞區半決賽、決賽，勝者再
晉大區半決賽、決賽。）

福電器服務
HOCK ELECTRICAL SERVICE
董事 蘇基福先生 令岳母
福電器貿易
HET ELECTRICAL TRADING
董事 羅木意女士

(PG0040340-A)

(PG0128441-T)

令堂

羅門陳氏玉春老太夫人靈右

國米提前解約

桑切斯將加盟馬賽
分此前的欠薪。
意甲聯賽
桑切斯與國
米的合同本應在2023年6月到
期，雙方提前1年解除合同。
桑切斯在2019年被曼聯租
借國米，1年後以自由身加盟
國米。桑切斯共計為國米出戰
109場比賽，貢獻為20個進球
+23次助攻，以及幫助球隊奪
得3座獎盃：1座意甲冠軍，1
座意大利杯冠軍，1座意大利
超級杯冠軍。
桑切斯上賽季代表國米在各
項賽事中出場39次，貢獻9球5
助攻。
轉會專家羅馬諾透露，馬賽
將簽下智利老將桑切斯，雙方
將簽約至2024年6月。

20220810SP06.indd 1

這筆交易將在本周完成。
桑切斯在新東家馬賽的年薪
為300萬歐元（約1360萬令
吉）。

10日賽程

9.00pm

簽約小波卡2年
尼斯。今夏他合
同到期後自由離
隊，現在選擇加
盟小波卡。
羅梅羅職業生
涯效力過桑多利
亞、摩納哥、曼
聯等球隊。他在
阿根廷國家隊也
曾出場96次。

■桑 切 斯 提 前 和 國 米 解 約
後，將加盟馬賽。

馬超聯賽

前曼聯門將羅梅羅
（布宜諾斯艾
利斯9日訊）阿
根廷強旅小波卡
週一宣佈，已經
簽下前曼聯門將
羅梅羅（35歲）
2年，合同到
2024年12月。
前阿根廷國門
羅梅羅上賽季效
力於意甲球會威

駕返
瑤池
登嘉樓

VS

柔佛達魯塔克欣

積分榜
隊伍

■小波卡 引 進 前
曼聯門將羅梅
羅。

賽 勝 和 負 得 失 分

1.柔佛達魯塔克欣 13 11

2

0

37

2.沙巴

14 10

1

3

24 13 31

6

35

3.森美蘭

14

7

5

2

19 11 26

4.吉隆坡

14

5

3

6

19 25 18

5.登嘉樓

12

5

2

5

14 13 17

6.吉打

13

5

2

6

18 24 17

7.雪蘭莪

13

4

4

5

26 23 16

8.馬六甲聯隊

13

4

4

5

18 17 16

9.彭亨

13

4

2

7

17 20 14

10.砂拉越

14

4

1

9

15 35 13

11.八打靈再也

13

2

6

5

15 22 12

12.檳城

14

1

4

9

15 28

MASSTECH SOLUTIONS SDN BHD
GLOBAL CENTURY NETWORK GROUP SDN BHD
HIM GIAP ENTERPRISE SDN BHD
HTL SENG TRADING
KSE ELECTRICAL SDN BHD
MEH ELECTRICAL & HARDWARE SUPPLIES SDN BHD
PNT MARKETING SDN BHD
SYAWAL WARISAN SDN BHD
WNB ELECTRICAL (TAIPING) SDN BHD
PERHIASAN KACA DAN ALUMINIUM CHUAN SENG

2843217

（米蘭9日訊）國際米蘭官
方宣佈，與智利前鋒桑切斯
（33歲）提前1年解約。桑切
斯將很快與法甲勁旅馬賽簽
約，合同將簽至2024年。
國米官方公告如下：國際米
蘭宣佈，與桑切斯就終止合同
一事達成一致。球會方面衷心
感謝桑切斯在過去三個賽季中
為藍黑軍團所做的一切，他為
球隊贏得三個重要獎盃。我們
祝福他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一
帆風順！
國米將為桑切斯支付700萬
歐元（約3180萬令吉）的“遣
散費”。國米解約桑切斯將花
費共計1000萬歐元（約4540
萬令吉）的費用，其中涵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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