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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循環主場大炒熱刺6：0後，曼城錄取10勝1和的不敗
戰績。阿古路的回歸讓曼城的火力重新爆發，雖然大衛

施華、拿斯尼和尼格度多有傷在身，但是迪斯高和
阿古路的組合同樣是威力十足，火力強勁。曼城
進攻發揮尤為值得稱道，他們聯賽至今均場能夠
攻入2.81球，是英超火力最強的隊伍，賽季的各
項賽事總入球數已經超過100球。
目前的曼城已殺入聯賽盃決賽，足總盃亦成功
晉級，歐聯他們也高歌猛進殺入16強，聯賽中更
是只落後領頭羊阿仙奴1分，看來主帥柏歷堅尼四
線爭冠的豪言並非誇誇其談。雖說曼城來勢洶洶，但
論交鋒紀錄他們並不佔優，尤其在客場曼城70戰16勝
19和35負處於絕對下風。上季文仙尼執教曼城時，
「藍月亮」作客白鹿徑曾以1：3負於熱刺，可以預見此
役可能又是一場入球盛宴。

艾迪巴約面對舊主
首循環作客吞6蛋大敗，也直接導致了當時熱刺主帥
波亞斯的下課。熱刺改由舒活任教後，聯賽中保持不敗，
也找到了自己的攻擊點；艾迪巴約在結束了板凳期之後重
新爆發，近6場比賽攻入5球還有2次助攻，是熱刺重新
振作的關鍵。本場比賽，艾迪巴約面對舊主曼城，相
信肯定會有更為精彩的表現，誓助熱刺報大敗之仇。
而熱刺中場基斯甸艾歷臣賽前更表示：「首循環兩
隊的比賽因為腳踝傷我沒能上場，但我通過電視直播
了解了賽況，他們真是一群恐怖的傢伙。本場比賽我
希望自己可以幫到球隊，尤其比賽越來越臨近時，我
愈發想拿出110%的力量。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應該復
仇，這場比賽不需要動員，我們必須調整出巔峰狀
態—這就是我想說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明晨英超聯賽，近況回升的熱刺，將主場硬撼火力強勁的

曼城；首循環，當時由前主帥波亞斯領軍的熱刺，作客慘吞

曼城6蛋；不過自改由舒活任教後，熱刺聯賽取得5勝1

和，加上今仗回到主場出擊，欲報卻首循環大敗之辱，

滅「城」絕非不可能。(now621台明晨3:45a.m.直播)

阿仙奴：雲加會續約
阿仙奴官方宣佈與Puma運動品牌簽下一份為期5年

的新約，每年3,000萬鎊，總價值超1.5億英鎊的合
同。在新聞發佈會上，阿仙奴行政總裁加齊迪斯指，
「主帥雲加會和我們續約的，在一個合適的時間，
我們會宣佈這一消息。」據報指，雲加將與阿仙

奴簽下一份為期3年、年薪800萬鎊的新合同。

曼聯租賣兩將投「城」
曼聯昨日表示，將把後衛法比奧達施華出售給卡迪夫城，翼
鋒沙夏也將以租借形式加盟這支英超「升班馬」。

卡巴耶接近入「門」
據報稱，紐卡素中場卡巴耶無限接近轉會法甲巴黎
聖日耳門。來自《每日電訊報》的消息，雙方球會已
經在轉會費的問題上達成協議，而《每日郵報》介紹
稱前者有望以2,300萬英鎊的身價入「門」。

新特蘭斥迪肯尼奧誹謗
前新特蘭領隊迪肯尼奧日前曾公開批評新特蘭
是一支弱旅，批評巴士利、卡達莫是廢人，又

謂隊長奧沙是「牆頭草」。對於迪肯尼奧的
行為，新特蘭發出官方聲明表示：「迪

肯尼奧的言論令我們感到相當失
望，這對我們來說絕對是一種誹

謗。現在，我們正考慮從法
律途徑追究。」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啟剛

近日讓西甲巴塞羅那上下焦頭爛額的「尼
馬案」原本是由巴塞前會長羅素引起，
但新會長巴杜美昨日在接受一家電台採
訪時卻試圖掉轉槍口攻擊老對手皇家馬
德里，將「內部矛盾」轉化成「外部矛
盾」。巴杜美把矛頭對準了老冤家皇
馬，暗示他們可能才是背後的「黑
手」所在。
巴杜美說：「我相信在羅素背
後沒有什麼主使，但在馬德里那
邊，有人抓住了這件事推波助
瀾，想對我們造成傷害。」巴

塞新會長進一步諷刺說：「馬德里方面一直對巴
塞抱有敵對情緒。看上去他們很難接受我們擁有
美斯和尼馬這樣的球員、並且在過去幾年佔據統
治地位的事實。他們想在辦公室裡把不能在場上
贏得的東西贏回來。」
「尼馬案」是由球員尼馬簽約問題引發的。巴
塞前會長羅素此前聲稱球會為引進巴西人花費
5,700萬歐元，但西班牙《世界報》透露，這筆交
易的真實金額或高達9,500萬歐元。此後，羅素因
此事辭職。

巴塞入4強 高唱入「雲」
由場外轉到場內，巴塞將在明

晨西班牙盃8強次回合，主場再鬥
利雲特。(now632台明日5:00a.
m.直播)巴塞近3仗賽事中先後兩
鬥利雲特，並取得1勝1和；雖然
先在聯賽作客以1：1打和對手，
但在西班牙盃8強首回合作客就以
4：1大破對手。故此，3球差距在
手的巴塞，今仗回歸主場再戰利
雲特，佔絕優勢。加上利雲特作
客表現不濟，近10場作客賽事錄
得3勝2和5負；相反，巴塞近10
場主場賽事豪取全勝。相比之
下，巴塞殺入4強高唱入雲。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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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晨德甲聯賽，史特加敗仗
連連，雖今仗有主場之利，但
恐怕被拜仁慕尼黑魚肉。(有線
61及201台明晨3:00a.m.直播)
作為聯賽乃至世界足壇的老牌
勁旅，拜仁今季聯賽也不負
眾望，目前以47分高踞聯賽榜

首，打少1輪領先第2位的利華古
遜足足10分，球隊衛冕聯賽冠軍指
日可待。而近來客串前鋒的中場葛
斯的表現甚是突出，他出眾的個人
能力以及敏銳的門前觸覺都能幫
助他輕易取得入球，他近3輪聯賽

都有所斬獲就是最好的證明，此番
走訪後防不堪一擊的史特加，以葛
斯為首的拜仁射手群可望輕易擊潰
對手防線。
史特加近期表現相當不濟，近5

輪聯賽輸足4場，同時由於近期低
迷的表現，他們聯賽排名已經滑落
至第12位。鬆散的後防線無疑是導
致史特加近期舉步維艱的主要原
因，他們近5輪聯賽被對手狂入12
球，如此錯漏百出的後防，今仗勢
會任「仁」魚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史特加恐任「仁」魚肉

意甲紀律委員會
於昨日宣佈，由於
AC米蘭前鋒巴洛
迪利在慶祝入球時
做出了不雅手勢，
他將被處以10,000
歐元的罰款，同時
因為累積黃牌數被
停賽一場。巴洛迪
利在上仗聯賽對陣
卡利亞里的比賽中攻入了扳平比分
的罰球，入球後的巴洛迪利向對方
球迷做出了不雅的手勢。

派路膺意甲最佳球員稱號
另外，在有「意甲奧斯卡」之稱

的意甲年度評選中，經過球員投

票，意大利足
壇常青樹、祖
雲達斯中場派
路於昨日獲得
2012－2013 賽
季意甲最佳球
員稱號。
派路表示，

這一獎項對於
他有特殊的

意義，因為這是由球員投票選出的
獎項。「這一獎項是由我的同行投
票選出的，這讓它的意義更為特
別。」他也同時透露，自己期望一
直効力於意甲冠軍祖雲達斯：「這
一點毋庸置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巴洛迪利不雅手勢遭罰款

法卡奧接受完膝部手術

効力法甲摩納哥的哥倫比亞前
鋒法卡奧接受完膝部手術，有一
半機會出戰今屆世界盃。法卡奧
在葡萄牙接受手術後，在拐杖輔
助下出席記者會，他指每天都會
盡力務求令自己康復，希望一切
順利。巴西世界盃還有不足5個
月便展開，他的主診醫生表示，
法卡奧有5成機會可以復出。法

卡奧上周出戰法國盃時受傷，膝
部前十字韌帶撕裂，手術後的康
復期，一般要6至9個月，外間
指其無緣世界盃。

球會友賽球迷騷亂腰斬
瑞超球隊佐加頓斯昨日在友誼

賽主場迎戰德乙的柏林聯，因為
球迷騷亂腰斬。混亂起因據報是
賽前作客的柏林聯球迷先作出挑
釁，擾攘一輪後，賽事延遲45
分鐘開始。但踢至72分鐘雙方
1：1時，再有球迷走進球場，
有的更手持煙花。球場煙霧瀰
漫，警方出動，逐漸控制場面。
賽事腰斬，但賽後衝突又再爆
發，有球迷在市中心的酒吧外發
生打鬥，12名警員受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法甲 馬賽 華倫西恩斯 明日2:00a.m. T302

德甲 史特加 拜仁慕尼黑 明日3:00a.m. C61/C201

英超 阿士東維拉 西布朗 明日3:45a.m. n623

英超 車路士 韋斯咸 明日3:45a.m. n622

英超 新特蘭 史篤城 明日4:00a.m. n624

英超 熱刺 曼城 明日3:45a.m. n621

意盃 拿玻里 拉素 明日3:45a.m. n633/n660

西盃 巴塞羅那 利雲特 明日5:00a.m. n632

註：n為now台、C為有線、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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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迪利被罰巴洛迪利被罰。。路透社路透社

■■阿仙奴主帥雲加阿仙奴主帥雲加。。

■■法卡奧手術完成法卡奧手術完成。。 美聯社美聯社

■■巴
塞主場強勁

巴塞主場強勁。。法新社
法新社

■■巴塞新會長巴杜美巴塞新會長巴杜美。。法新社法新社

■■葛斯表現突葛斯表現突
出出。。 法新社法新社

明晨英超聯賽，車路士將主場迎戰同城對手韋斯咸。在此前進行的
199場英超倫敦打吡中，「車仔」取得99勝58和42負，如果今仗順
利獲勝，將達到打吡第100勝。(now622台明日3:45a.m.直播)
車路士各項賽事取得7連勝，在與韋斯咸的97次交鋒中，「車仔」

42勝18和37負，佔據上風。本賽季兩隊的首循環交鋒，車路士客場
3：0大勝，林柏特梅開二度。在此前進行的199場英超倫敦打吡中，

車路士99勝58和42負，只差一場就將達到打吡100勝。本場
比賽對陣僅排名英超積分榜第18位的韋斯咸，看看摩連

奴的球隊能否取得打吡第100勝。此外，車路士新兵
「埃及美斯」沙拉會否處子上陣，亦成為焦點。

另據西班牙傳媒報道，車路士已經與西甲馬德
里體育會達成協議，兩間球會下季將會作出球
員交換，已經連續3季被外借至馬體會的門將泰

拔高圖爾斯將會正式加盟該支西甲球隊，至於車路
士則會獲得馬體會前鋒迪亞高哥斯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車路士車路士圖奪打吡第圖奪打吡第100100勝勝
■■熱刺射手艾迪
熱刺射手艾迪

巴約巴約。。
法新社法新社

■■車路士中場林車路士中場林
柏特柏特。。 路透社路透社

■■曼城雙鋒阿古路
曼城雙鋒阿古路((右右))

及迪斯高
及迪斯高。。

路透社路透社

■■熱刺中場基斯甸艾

熱刺中場基斯甸艾

歷臣歷臣。。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