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祖雲達斯前教練，卡比路稱舊會因為意甲缺乏競爭才能
獨大，因此歐洲賽表現差，激嬲現任主帥干地反擊，指責卡比
路不懂尊重人，「他算是什麼。」另一位教過「斑馬軍」的意
大利老牌教練查柏東尼就認為兩人都抵鬧，「(卡比路)管好自己
事就最好」，「(干地)自己要學懂厚面皮。」
歐聯出局後降格踢歐霸盃的祖記今晚將在32強首回合主場迎

擊近7場作客3和4負的土耳其特拉布宗(有線64台及203高清
台周五凌晨2:00a.m.直播)，料可在主場連贏到第10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足壇雜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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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技術統計
曼城 0:2 巴塞羅那
9(3) 射門(中目標) 10(4)
1 角球 4
19 犯規 10
0 越位 6
83% 控球成功率 92%
32% 控球率 68%

這球12碼對美斯別具意義，這是他職業生涯在英
格蘭射入的首個「士哥」。自2006年開始，美斯作
客英超球隊先後無法攻破車路士、利物浦、曼聯與
阿仙奴的大門，直到今次終於在曼城身上打破魔
咒。這也是阿根廷「球王」第66個歐聯入球，追平
魯爾在皇馬的歐聯入球數字，距西班牙昔日金童的
歐聯總入球紀錄只差5球。美斯的巴塞隊友沙維今仗
也追平魯爾以144次創下的西班牙球員歐聯上陣紀
錄，並續以歐聯上陣最多的曼聯老將傑斯為目標。

巴塞亦創造了歷史：皇馬之前以35球
保持着歐聯獲判12碼最多的紀錄，今仗
則是巴塞歐聯獲判的第36個「極刑」。

另外，巴塞成為歐聯史上讓對手領紅牌次數最多的球
隊，他們在歐聯的對手共有25人被罰過離場。

買尼馬案檢方尋求起訴巴塞
此外，雖然主席羅素上月請辭，但西班牙檢察官
認為巴塞在尼馬轉會費事件中有犯罪行為，昨仍決
定調查巴塞，若定罪巴塞將面臨涉詐騙金額2至4
倍、即高達1.6億歐元(約17億港元)的處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巴塞作客贏曼城，
除了該問題12碼外，
其實巴塞的控球時間
已完全壓倒英超入球
王曼城。柏歷堅尼執
教皇家馬德里與馬拉
加時曾跟巴塞多次交
手，今次吞兩蛋，其
一問題是他錯信迪米
捷利斯，阿根廷老中
堅近年比賽狀態不
穩，柏帥在如此重要
賽事寧願堅持尼史葛
做副選的安排，令人
費解。
另外，竄擾力強的

阿古路缺陣亦對曼城
打擊很大，令他們只
能靠尼格度在中路接
應側擊埋門。曼城今
仗右路的薩巴列達和
捷西斯拿華斯也表現
得較靜，讓巴塞可分
更多兵力看管曼城移
上左翼的高拉洛夫。

事實上，今仗薩巴列達、高柏
尼、迪米捷利斯、基治、耶耶
托尼、費蘭甸奴、捷西斯拿華
斯、大衛施華、高拉洛夫與尼
格度這個正選陣容還是今季第
一次使用，在如此大戰試新
陣，球員難免會有欠適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歐霸盃 迪尼普 熱刺 周五2:00a.m. C61/C201
歐霸盃 基輔戴拿模 華倫西亞 周五2:00a.m. C63
歐霸盃 祖雲達斯 特拉布宗 周五2:00a.m. C64/C203
歐霸盃 貝迪斯 魯賓卡山 周五4:05a.m. C64/C203
歐霸盃 波圖 法蘭克福 周五4:05a.m. C63
歐霸盃 史雲斯 拿玻里 周五4:05a.m. C61/C201
註：C為有線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與巴塞羅那相比，同日歐聯16強首回合作客
的巴黎聖日耳門(PSG)就贏得令對手無話可說，
以4:0的懸殊比數橫掃德甲利華古遜。
法甲富豪球會僅上半場就以3:0摧垮利華信

心，瑞典前鋒伊巴謙莫域(伊巴)仍是PSG頭號
利器，他在完半場前
連入兩球，將個
人今屆歐聯入
球數提高

至10個，一舉超越皇家馬德里的C·朗拿度獨
佔射手榜頭名。

賽後沒獨攬功勞
然而，伊巴賽後卻首先將功勞送給開場兩分

鐘破門的隊友馬度迪，「我們有個完美的開
局，這讓比賽 變得容易，讓我
們有更多空間 發揮。」主隊
雖派上頭號 射手傑斯寧、
韓國外援孫弘 民和悉尼森姆
這些重炮手， 但他們3人都明

顯不在狀態，對PSG的防線未構
成太大威脅。直到完場前兩分
鐘，PSG由今冬從英超紐卡素轉
會而來的中場卡比耶射入錦上添
花一球。 ■新華社

伊巴省兩粒
PSG宰利華古遜

藍
月
忽
然
變
陣

右
路
太
靜

美斯英格蘭第一粒

巴
塞
破

1212
碼碼

惹
爭
議

惹
爭
議

今晚歐霸盃32強首回合，英超史雲斯今晚主
場迎戰暫列意甲季席的拿玻里，不容樂觀。(有
線61台及201高清台周五凌晨4:05a.m.直播)
炒帥的「天鵝」上周足總盃負愛華頓1:3出

局，近4仗得1勝1和2負，聯賽榜方面暫位列

第10，而中前場主將米捷以及舒維爾都相信未
及傷癒復出救亡。對手拿玻里2連敗後立即反
彈，上輪輕取薩斯索羅2:0，連贏第3場。前鋒
希古恩與荷西卡利祖狀態大勇，將嚴重威脅到
史雲斯的防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祖記新舊名帥爆罵戰

C朗隨時減刑提前復出
C·朗拿度已履行3場西甲停賽令的頭兩場，但有西班牙傳
媒報道，皇馬方面正向紀律委員會施壓，有望爭取減刑，本周
對艾爾切的聯賽，C朗有機會為皇家馬德里重披戰袍。

歐盃外抽籤周日進行
2016年歐洲國家盃外圍賽將於當地時間2月23日中午12

時在法國尼斯進行抽籤，決賽周擴軍24強後東道主法國今
次也要踢外圍賽，但有關勝負不計分，9組每組前兩名和最
佳第三名共19隊直接出線決賽周，其餘8組第3名踢附加賽
爭餘下4席。西班牙、德國、荷蘭、意大利、英格蘭、葡萄
牙、俄羅斯、波斯尼亞和希臘列種子隊，不會同組。

又傳高洛普接掌紅魔
莫耶斯去夏接手後曼聯於英超的成績一落千丈，其實當

時傳過帶領多蒙特取得過德甲、德盃錦標兼歐聯亞軍的高
洛普會接手，日前就再有報道指他很可能會過檔紅魔救
亡。 ■記者 梁志達

拿玻里反客為主誓捉天鵝

西甲衛冕冠軍巴塞羅那本港時間昨凌晨於歐洲聯賽冠軍

盃16強首回合作客英格蘭，淨勝擁有恐怖鋒力的億萬大

軍曼城2:0。迪米捷利斯從後鏟跌單刀的美斯領紅牌兼輸

12碼累曼城被打破缺口，但犯規地點是禁區外還是禁區

內卻引起極大爭議，「藍月」主帥柏歷堅尼不理會被追罰

的可能，賽後鬧爆瑞典球證「不夠班」。

歐聯瀕出局 柏帥轟球證或有手尾

兩隊今仗互有攻守，直到54分鐘，迪米捷
利斯從後鏟跌單刀的美斯直接被罰離

場，紅牌並無不妥，但慢鏡顯示這位後防老
將與阿根廷後輩美斯首次身體觸碰的地點
似乎是在禁區白界線上，瑞典球證莊

拿斯艾歷臣卻堅持判12碼，
美斯親自操刀命中。

多打1

人的巴塞之後由丹
尼爾在90分鐘射入第2
個作客入球。

瑞典富哨近3月只吹1場
「球證決定勝負，我們被罰12碼
前，對方中場搶波時其實已犯規在
先，球證卻沒表示。我不認為對美
斯的犯規是12碼，那是禁區外的犯
規。」一貫保持言論理性嚴謹形象
的曼城主帥柏歷堅尼賽後不忿地
說：「由瑞典的球證來執法如此
重要的比賽並不合適。」

39歲的莊拿斯艾歷臣6
年前出售瑞典體育媒體
業務的權益
後 身 家
豐

厚，而他近3個月也只執法了1場比賽。雖然
其水平備受質疑，但無論如何，歐足聯也很
大可能會因批評言論而罰「智利工程師」停
賽。
巴塞主帥馬天奴也認同12碼是誤判，但其

實巴塞之後一個合法入球也被誤判為「詐
糊」，他說：「有人告訴我美斯在禁區外跌
倒，這是事實，但巴塞今仗其實不是只贏1
球，而且法比加斯沒問題的入球卻被判成越
位在先無效。」西班牙《世界體育報》認同
道，法比加斯被判入球無效前其實並無越
位，巴塞有着數也有不着數。

外媒各有意見 名判官話冇吹錯
英國《每日郵報》也坦言那是禁區外犯

規，但該報專欄作家、前英超名哨普爾卻認
為球證沒判錯，「我看到他(迪米捷利斯)的滑
鏟動作延續到禁區內。」事件主角美斯也直
言：「談論球證判決很正常，有些人總要找
話題。阿古路缺陣，對曼城很致命。」
西班牙《馬卡報》不偏幫巴塞：「畫面清

楚地顯示阿根廷後衛鏟美斯是在禁區外，何
來12碼？」但補充這場控球對控球之戰，巴
塞是贏得有說服力的。不撐自己人的還有英
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雲達，他認為
犯規是伸延到禁區內，球證有權判12
碼。
提到兩周後的次回合，馬天奴警告

球員不許大意，「要當首回合0:0來
踢。」柏帥也拒絕投降，認為反勝
機會仍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點評

■■球證莊拿斯艾歷臣球證莊拿斯艾歷臣((左左))成成
為賽後談論話題為賽後談論話題。。 法新社法新社

■■捷西斯拿華斯捷西斯拿華斯
((左左))被佐迪艾巴被佐迪艾巴
看管得貼貼服看管得貼貼服
服服。。 法新社法新社

■■柏歷堅尼大發柏歷堅尼大發
牢騷牢騷。。 法新社法新社

■■迪米捷利斯迪米捷利斯
((右右))鏟波第一下鏟波第一下
同美斯有身體接同美斯有身體接
觸時觸時，，皮球還未皮球還未
全過禁區白界全過禁區白界
線線。。 法新社法新社

■■丹尼爾射穿赫特的丹尼爾射穿赫特的「「大細龍門大細龍門」。」。 美聯社美聯社
■■美斯拍攝的世界盃美斯拍攝的世界盃
廣告廣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干地干地((左左))同卡比路同卡比路((中中))爆口水戰爆口水戰。。 法新社法新社

■■今冬加盟的卡比耶今冬加盟的卡比耶((左左))
為為PSGPSG埋齋埋齋。。 法新社法新社

■德甲拜仁
慕尼黑巴西
中堅丹迪(左)
日前練波時
因為不忿一
次失誤後被
在場記者恥
笑，一度怒
氣沖沖想打
架，要由隊
友充當和事
佬。

路透社

■腳風甚順
的利物浦射
手史杜列治
又學人騷靚
衫，卻被嘲
衣不稱身，
品味不敢恭
維。他在社
交 網 上 表
示，已準備
好今周對史
雲 斯 的 聯
賽。

網上圖片

面皮太薄

衣不稱身

■■伊巴謙莫域伊巴謙莫域（（右右））獨佔獨佔
歐聯射手榜頭名歐聯射手榜頭名。。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