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物浦近來取得了4連勝，攻入了17球，當中蘇亞雷斯一人
便有10球入賬。曼城在自己的主場最近也獲得了7連勝，

當中狂入34球，是主場入球王，火力之猛十分驚人。英國傳媒
都將今仗形容為阿蘇與全隊藍月亮之間的對攻之戰。

對上三次對賽都踢成2:2
目前紅軍以36分居榜首，曼城落後1分排第3，阿
仙奴和車路士今晚會在較早時間分途出擊，因
此榜首形勢將有變化，對紅軍來說獲勝就可
以保住一哥位置，即使作客和波也不

錯，畢竟兩隊過去3次交手全部踢成2:2。
從整體實力來看，曼城無疑是要比利物浦稍佔優，而且有主場
優勢，前鋒阿古路與中堅拿斯達錫繼續缺陣固然有影響，然而有
右閘蕯巴列達可望提早復出。紅軍也有隊長謝拉特、射手史杜列
治和左閘荷西安歷基仍列十字軍，加上今季面對同級強隊時表現
都不算理想，上月作客就吞了阿仙奴雙蛋。曼城假如能在主場拆
禮「物」，相信也並不出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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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預計正選陣容曼城預計正選陣容
門將門將：：彭迪利蒙彭迪利蒙；；後衛後衛：：薩巴列達薩巴列達、、高柏尼高柏尼、、迪米捷利斯迪米捷利斯、、基捷基治基捷基治；；中中
場場：：捷西斯拿華斯捷西斯拿華斯、、費蘭甸奴費蘭甸奴、、大衛施華大衛施華、、耶耶托尼耶耶托尼、、拿斯尼拿斯尼；；前鋒前鋒：：尼尼
格度格度

利物浦預計正選陣容利物浦預計正選陣容
門將門將：：米洛列特米洛列特；；後衛後衛：：高路托尼高路托尼、、沙高沙高、、史卡迪爾史卡迪爾；；中場中場：：格連莊臣格連莊臣、、
盧卡斯盧卡斯、、佐敦軒達臣佐敦軒達臣、、祖阿倫祖阿倫、、菲臘比古天奴菲臘比古天奴；；前鋒前鋒：：史達寧史達寧、、蘇亞雷斯蘇亞雷斯

柏歷堅尼今夏接
掌曼城，智利「工
程師」不僅受到工
作上的壓力，原來

也有來自家庭的壓力：
「足球險毀了我婚姻，幸而太

太十分體諒我。」對於今晚大戰，
柏帥直言對方首席射手蘇亞雷斯
最需提防：「蘇亞雷斯狀態極佳，當然今屆英超還不是
只有利物浦與曼城可爭標。」
利物浦領隊羅渣士也認同，即使聖誕節後以第一

名過新年，也不代表什麼：
「我們過去4到5年成績都不
好，因此能上榜首對球迷來
說或許是個夢想，球迷可
盡情享受。不過，要夢
想成真，我們還要更
加努力才行。」

■記者 梁志達

柏帥柏帥：：足球險毀我婚姻足球險毀我婚姻
蘇亞雷斯絕對是今

季英超的主角，這位
烏拉圭前鋒球場上球
品成疑，但卻是廿四
孝爸爸。阿蘇話自己
的女兒已上幼稚園，
「但她說的英文很重
利物浦口音，我根本
聽不明白。」阿蘇亦
充滿善心，日前平安夜就將早前獲「球迷足
球先生」的1萬英鎊(約12.5萬港元)獎金捐給
烏拉圭一個慈善機構，他們主要幫助患上骨
骼與神經病症的病童。
正在養傷的曼城前鋒阿古路卻一於無懼負

心男形象，近日還分享了與新女友祝福聖誕
節的照片。阿古路原本與球王馬拉當拿女兒
結婚，並育有一子，後來盛傳因為有婚外情
而告離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兩大射手聖誕形象兩極
■■曼城中場大衛施華後

曼城中場大衛施華後

上叩關上叩關。。
法新社法新社

■■阿古路攬新女友過阿古路攬新女友過
聖誕聖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柏歷堅尼重新予柏歷堅尼重新予
人信心人信心。。 法新社法新社

■■利物浦射手蘇亞雷斯

利物浦射手蘇亞雷斯

入球停不了

入球停不了。。
法新社
法新社

文匯體育 烽 火B 10 ■責任編輯：梁志達 ■版面設計：周偉志

近仗重
返勝軌的
曼聯聖誕
新年賽期
的積分絕
對不容多
失，今晚
作客對第
12位的侯
城，有朗
尼這位回

復佳態的箭頭，相信3分問題不大。
(now621台今晚8:45p.m.直播)
紅魔距離榜首還有8分差距，今仗要
依重狀態甚好的朗尼攻堅，因為賽前有
韋碧克受傷，上陣成疑，另一前鋒尹佩

斯與防中費蘭尼又未傷癒。卡域克的復
出對曼聯來說無疑是最大的利好消息，
面對近3場聯賽全和、近四遇紅魔全敗
的侯城，相信作客獲勝不成問題。

傑斯盼歇冬 李奧賀聖誕
紅魔傷兵不斷，盛傳他們今冬有意羅

致之前未能簽入的荷蘭中場史奈達，但
這位土耳其加拉塔沙雷球星表示暫無意
離隊。球員征戰密集難免疲累，連老將
傑斯都話英超應像其他聯賽般設歇冬
期。另一位後防老將李奧費迪南就趁聖
誕節扮聖誕老人送祝福。
另外，正在養傷的尹佩斯，據報成為

了目前社交網Twitter最受歡迎的足球明
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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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英超 侯城 曼聯 今晚8:45p.m. n621
英超 阿士東維拉 水晶宮 今晚11:00p.m. n632
英超 卡迪夫城 修咸頓 今晚11:00p.m. n635
英超 車路士 史雲斯 今晚11:00p.m. n622
英超 愛華頓 新特蘭 今晚11:00p.m. n624
英超 紐卡素 史篤城 今晚11:00p.m. n625
英超 諾域治 富咸 今晚11:00p.m. n633
英超 熱刺 西布朗 今晚11:00p.m. n623
英超 韋斯咸 阿仙奴 今晚11:00p.m. n621
蘇超 聖莊士東 些路迪 今晚11:00p.m. T301
英冠 黑池 列斯聯 周五1:15a.m. T301
英超 曼城 利物浦 周五1:30a.m. n621
英冠 諾定咸森林 昆士柏流浪 周五3:30a.m. T301
註：n為now台、T為TVB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今晚英超車路士主場對不在狀
態的史雲斯 (now622台今晚 11:
00p.m.直播)，理應全取3分。藍
軍雖然在最近的防守表現不夠理
想，費蘭度托利斯等中鋒又持續
低迷，然而在主場的把握還是非
常大，最近各項賽事主場就有7勝
1和。反觀史雲斯各項賽事近8場

得 1勝，對上8次作客也輸了5
仗。
桑馬達與奧斯卡杜斯山度士在

進攻中場位置輪換上陣，最新有
傳巴黎聖日耳門(PSG))就吼準他與
夏薩特，連同阿仙奴看中、被紐
卡素標價2200萬英鎊的法國中場
卡比耶和祖雲達斯的普巴，都是
PSG的羅致目標。

球員趁聖誕送暖
車仔隊長泰利趁聖誕送暖，近

日為愛爾蘭一位患上腸疾病的14
歲車仔小球迷安排了一次車路士
探訪之旅，圓了他的夢想，十分
有愛心。另一位巴西後防大將大
衛雷斯就上載分享了一段用多國
語言向球迷說聖誕快樂的片段，
當中包括普通話、德語與日語等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車仔主場可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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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體米體》》最佳陣容有最佳陣容有CC朗朗冇美斯冇美斯
意大利《米蘭體育報》評選出
2013年歐洲最佳陣容，8人是德甲球
員，當中來自歐聯冠軍拜仁慕尼黑及
亞軍的多蒙特分別有5人及3人，而
巴塞羅那球星美斯則因今季表現相對
上年失色，故沒有入選陣容。

德甲球員8人入選
《米體》的年度最佳陣容如下：

門將是拜仁的紐亞，兩閘是拜仁的拿
姆和阿拉巴，中堅是多蒙特的蘇保迪
以及巴黎聖日耳門的堤亞高施華，中

場是拜仁的舒韋恩史迪加、多蒙特的
根度簡與車路士的夏薩特，前鋒是皇
家馬德里的C·朗拿度、多蒙特的羅
拔利雲度夫斯基與拜仁的列貝利。
另外，剛膺英國《世界足球》雜
誌年度最佳球員的C朗，趁皇馬西甲
的歇冬假期跟隊友慶祝聖誕，一幅西
裝照認真型仔。C朗憑藉今年球會與
國家隊各項賽事狂入69球的表現，
成為了年度金球獎(世界足球先生)大
熱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主場險和車路士讓阿仙奴遭
逢連續3場不勝，球隊也讓出英
超榜首位置。今晚作客倫敦同
市對手、近11次與自己交手得2
和9負的韋斯咸(now621台今晚
11:00p.m.直播)，「兵工廠」只
有取勝一途。隊長華美倫取代
哥斯尼在後防線上的表現不
錯，但意甲拿玻里盛傳打算撬
走華美倫；另中場奧斯爾最近
的狀態有些低迷，導致球隊進
攻有所影響，今仗領隊雲加應

該給傷癒復出的普多斯基重拾
狀態的機會，撲擊最近連戰車
路士、利物浦和曼聯等勁敵全
敗的「錘仔幫」。

「不文韋」話失控因兒子受辱
阿仙奴中場韋舒亞早前對曼城

時向球迷豎中指被罰停賽2場，
他透露是因為曼城球迷說了侮辱
他兒子的話才忍不住做出不文手
勢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兵工廠要重響勝鼓 紅魔紅魔胸胸有有「「城城」」竹竹

■■紅魔後防老將李奧費迪南紅魔後防老將李奧費迪南
扮聖誕老人扮聖誕老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泰利與病童合照泰利與病童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列貝利列貝利((左左))同阿拉巴殺出一同阿拉巴殺出一
條條「「左路左路」。」。 法新社法新社

■■CC朗朗((左左))一套名牌西裝同皇馬隊友馬一套名牌西裝同皇馬隊友馬
些路影聖誕相些路影聖誕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丹普西短暫回富咸
今夏從熱刺轉會

美職聯西雅圖海灣
者的美國進攻國腳
丹普西，在美職休
季期間被外借返舊
會富咸兩個月，富
咸現時只列英超聯
賽榜倒數第2位。

比利廣告曲線咒德國
巴西球王比利一向「烏鴉嘴」，近

日他在一個德國廠牌的汽車廣告中，
就大讚德國隊強勁，還希望對方在世
界盃手下留情，這難道是曲線詛咒他
們？

巴西酒店房價世盃前已翻倍
巴西世界盃還有半年才開戰，但有

報道指，有部分酒店房價已加價，有
些還高了一倍。

埃及超聯停兩年後重新開戰
埃及超級聯賽兩年前因為一次球迷

騷亂導致有球迷死亡的悲劇，一度暫
停了比賽，如今埃及聯賽終告重新開
賽。 ■記者 梁志達

■■傑斯傑斯((左左))與朗尼合作進攻與朗尼合作進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