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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王朝沒落，荷蘭射手尹佩斯
(RVP)與剛以天價周薪續約的朗尼
這兩大前鋒以至全隊都表現低迷，
而隊內各種矛盾也開始浮面。據
《每日郵報》消息，RVP坦言自己
在位置上的活動區域遭紅魔隊友侵
佔了：「為何我常回撤得這麼後？
因為我方隊員總是出現在我的區
域，這是我的空間，這令我踢得十

分困難，我必須遠離自己的活動區
域轉而迎合隊友。這種狀況非常不
幸，簡直是恥辱。」

卡域克嫂護夫回擊堅尼
今仗擔任ITV電視台足球評述嘉

賓的前曼聯隊長悍將堅尼賽後痛批
舊會：「英超已非世界最好的聯
賽，尤其曼聯，落後歐洲頂級球隊

的水平就更加遠了。」對於其16號
接班人卡域克指「還有次回合」，
堅尼顯得更躁：「卡域克要有點危
機感，常說還有下場，還有下場，
現實是這場(慘敗)後已(很大機會)沒
下場了。」卡域克太太Lisa賽後在
社交網上批評堅尼「只懂煽動他人
情緒」，後來刪除了有關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上屆歐聯亞軍多蒙特昨晨在這項歐洲頂級賽事16強
首回合作客以4:2勇挫俄羅斯富豪球隊辛尼特。
開賽2分鐘，馬高列奧斯傳送，米希達利恩射門得

手。僅過72秒，多蒙特得勢不饒人，哥斯基奧斯傳給
馬高列奧斯，後者離門11碼射近柱中鵠，「蜜蜂兵
團」領先2:0。

馬高列奧斯表現活躍
辛尼特急起直追，中場奧沙托夫在57

分鐘扳回一球，但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很
快又將比數改寫為3:1。第69分鐘，主隊
博得12碼，巴西國腳侯克操刀命中追成
2:3。辛尼特似乎看到了希望，但利雲度
夫斯基接應馬高列奧斯助攻梅開二度，鎖
定4:2的勝局。
將於今夏轉會拜仁慕尼黑的利雲度夫斯

基今屆7場歐聯比賽貢獻了6射2傳，他
個人參加26場歐聯賽事入了17球，在這
項頂級比賽17度破網，比這位波蘭球星

用得更少時間達成目標的，就只有22場的雲尼斯杜萊
以及25場的迪比亞路。 ■新華社、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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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雲度夫斯基顯殺手本色

「三間」回收被指性暗示世盃T恤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澳職 阿德萊德聯 威靈頓鳳凰 今日4:30p.m. C64/C203
歐霸盃 魯賓卡山 貝迪斯 周五1:00a.m. C64/C203
歐霸盃 法蘭克福 波圖 周五2:00a.m. C63
歐霸盃 拿玻里 史雲斯 周五2:00a.m. C61/C64/C201/C203
歐霸盃 熱刺 迪尼普 周五4:05a.m. C61/C201
歐霸盃 特拉布宗 祖雲達斯 周五4:05a.m. C64/C203
歐霸盃 華倫西亞 基輔戴拿模 周五4:05a.m. C63
註：C為有線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巴塞羅那上周西甲全失3分，讓出了聯賽
榜首位置。根據統計，在美斯復出後的7輪
聯賽中，雖然入了6球，但巴塞只取得3勝2
和2負，拿到11分卻失掉10分。事實上，
巴塞的戰術都是以圍繞美斯為中心，教練都
讓他在訓練和在球場上自由發揮，而阿根廷
「球王」自傷癒後練波與比賽時態度卻開始
有欠積極，《機密報》稱，這已引起多名巴
塞隊員不滿。該報解釋，美斯其實是怕又
傷，以致練習與比賽時都有所顧忌。
周中休息，美斯亦暫時忘記不快，昨天是
他未婚妻26歲生辰，球王在網上向女友示
愛：「心愛的，生日快樂，我愛妳。」
另方面，季初一度被嫌身形太單薄的巴塞
射手尼馬，近日就展示了自己「六嚿腹肌」
的照片，證明自己健身已有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在英超灰頭土臉的曼聯到了

歐聯賽場一樣沉淪，紅魔在香

港時間昨凌晨歐洲聯賽冠軍盃

16強首回合，歷來第一次輸給

希臘球隊，作客以0:2不敵該國

冠軍奧林比亞高斯，晉級前景

堪憂。曼聯主帥莫耶斯賽後坦

言，他要為球隊失利負全責。

曼聯早前創下一仗瘋狂試圖傳中
81次的尷尬紀錄，事實上，莫耶
斯一直未有改善球隊戰術，尹佩斯
與朗尼都是擅於中路滲透的球員，
手上也有香川真司這些技術型球員
好牌，但莫耶斯還是死抱邊路不
放，就是刻意往兩邊找機會，導致
攻勢每每被拖慢，路爾斯華倫西亞
這些翼鋒球員甚至不時都要「等運
到」。■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自斷中路 邊線等運到歐聯瀕出局 歷史一敗冇「希」望

費格遜退休後，曼聯本球季在費爵爺欽點的主帥莫耶斯率
領下一路走低，目前在英超已落後排名第4的利物浦11

分，下季能否參加歐聯還是個大問號。如今作客落後0:2，曼
聯3周後次回合反勝希望也不大，畢竟在歐聯淘汰賽史上，
首回合輸兩球後晉級的球隊屈指可數。

莫耶斯願負全責
「毫無疑問，這是我們在歐洲賽場踢得最差的一場，

從一開始我們就沒進入狀態，照這樣踢下去，我們不值
得贏得任何比賽。對此我要負責任，這是我的球隊。唯
一好事是我們還有第二回合。」莫耶斯賽後慨嘆說。
這是曼聯11次對陣希臘球隊第一次輸波，莫耶
斯執教紅魔後的恥辱紀錄又添一項。聯賽方面，
曼聯35年來首次主場輸給西布朗、21年來首度
主場不敵愛華頓、41年來主場對紐卡素首
敗、29年來第一次於英超稱臣史篤城、近
24個球季首度在2月份前主場已輸5仗。
莫帥的紅魔還創下37年來最差主場開季成
績以及11年來首次主場連敗，也是66年來
首支元旦日輸波的衛冕冠軍。
在足總盃方面，曼聯34年來首次輸給史雲斯被

淘汰，近29年來第2次於足總盃第3圈止步。聯
賽盃4強次回合，曼聯主場互射12碼被新特蘭踢
出局，13年來首敗給「黑貓」，更遭逢13年來首
個3連敗，亦是22年來首度於一星期內狂輸3
仗。

老鼠拉龜 僅中目標1次
回說這場歐聯，面對歷來四度交手全敗於自己腳下
的奧軍，今仗紅魔竟僅得一腳中目標的射門，也無法找
到一名發揮好的球員。主隊在
38分鐘由艾真度杜明基斯混
戰中加一腳射入領先，換邊後
9分鐘，阿仙奴借將祖爾甘保
推過卡域克後禁區外妙射彎入
網窩。完場前8分鐘，尹佩斯
近門失機浪費收穫作客入球的
良機。 ■新華社、綜合外電

祖雲達斯上周歐霸盃32強首回合贏特拉
布宗2:0後再於聯賽以1球小勝同市對手拖
連奴，於意甲續領群雄。今晚歐霸次回
合，祖記作客土耳其鬥特軍(有線64台及
203高清台周五凌晨4:05a.m.直播)，以3
連勝的走勢應可保和局。
拿玻里3連捷後2連和，今晚主場迎戰上
回合守和的史雲斯(有線61、64台及201、
203高清台周五凌晨2:00a.m.直播)，「天
鵝」近來入球力不錯，上周英超3:4僅敗給
利物浦，然而作客卻是弱點，對上6次4度
敗陣而回，有前鋒希古恩壓陣的拿玻里料
可順利贏波過關。
2連敗的熱刺主場對首回合領先1:0的烏

克蘭迪尼普(有線61及201高清台周五凌晨
4:05a.m.直播)，誓掃頹風。■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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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壇雜錦

兩車迷遇襲摩帥拯救奧斯爾？
歐聯隨車路士作客土耳其的兩位「車迷」

周二晚遭到當地球迷襲擊，1人腿部被刺
傷，另1人則被痛毆了一餐。另最新傳出車
仔主帥摩連奴有意羅致在阿仙奴狀態低迷的
德國中場奧斯爾。

德國續向柏天尼開火
德國隊主帥路維早前批評歐足聯主席柏天

尼將歐國盃決賽周擴軍至24隊毫無意義，法
國名宿反擊指「不滿意大可不參賽」。德足
總CEO施菲特直斥柏天尼傲慢，「52隊踢
外圍賽爭入24強，實在不需將比賽拖得這麼
漫長。」 ■記者 梁志達

巴西政府部門對「三間」
adidas(阿迪達斯)推出的巴西
世界盃T恤提出激烈批評，
認為他們是「赤裸裸地」進
行「性暗示」。該公司隨即
宣布從市場上撤回這些商
品。
作為今屆世盃贊助商，阿
迪達斯新版T恤有兩種設計
引發爭議：一種為綠色，上
寫有「我愛巴西」（I love
Brazil），但圖案為「愛」的
心臟穿比基尼，易讓人聯
想到女人的臀部；另一種為

黃色，上面畫有一穿比堅尼
泳裝的女郎，並配有「尋
求入球」（Looking to
score）字樣，極易被理
解為另一種意思。
巴西國家旅遊局25日

發表公告，指責這些商品
「無端地」把巴西的形象
「與性相聯繫」。該公司亦
宣布從市場上撤回有爭議產
品，並在公告中解釋，這些
T恤僅為在美國銷售的限量
商品，絕無冒犯巴西之意
圖。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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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爾斯華倫西亞路爾斯華倫西亞((左左))
6060分鐘被換走分鐘被換走。。法新社法新社

■■祖記天才中場普巴。 法新社

■■被指有「性暗示」的世盃T恤。 網上圖片■■尼馬(中)騷「六嚿腹肌」。 網上圖片

■■美斯趁未婚妻生日公開示愛。 網上圖片

■■尹佩斯十分冇癮尹佩斯十分冇癮。。 法新社法新社

■■艾真度杜明基斯艾真度杜明基斯((中中))與祖爾與祖爾
甘保甘保((左左))射垮曼聯射垮曼聯。。 路透社路透社

■■朗尼朗尼((左左))與卡域克與卡域克((中中))難難
掩失望神情掩失望神情。。 法新社法新社

■■莫耶斯又一莫耶斯又一「「經典經典」」
之作之作，，輸波後被輸波後被 炒炒
賠率急升溫賠率急升溫。。 美聯社美聯社

■■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入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入
兩粒兩粒。。 法新社法新社

■■馬高列奧斯馬高列奧斯((中中))突破突破
韋素韋素((右右))與泰摩斯卓克與泰摩斯卓克
的攔截的攔截。。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