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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勇不可擋繼續高踞西甲榜首！近況
勇冠全歐的皇馬昨日主場出戰華歷簡奴再次顯示
恐怖攻力，以5：1大破對手繼續位列榜首，領
先同樣取勝的巴塞羅那兩分。
剛於上周中以1：0力克英超利物浦的皇馬今仗有
加里夫巴利復出，與賓施馬及C朗組成「三叉
戟」，而門將卡斯拿斯則休息，由拿華斯頂替。雖
然作客面對班霸，不過華歷簡奴卻敢於與皇馬對

攻，並取得不少射門機會，可惜皇馬始終質
素較高，僅8分鐘便由加里夫巴利打開紀
錄，其後拉莫斯接應角球射入領先2：0，
而客軍則藉洛迪古斯的失誤扳回一城。
不過換邊後比賽再成為皇馬眾星的表

演舞台，卻奧斯禁區內的妙射為球隊拉
開距離，加上賓施馬的入球，皇馬領先
4：1，而C朗亦不甘後人，射入「埋齋」
一球，將自己今季聯賽入球紀錄增添至18
球。大勝5：1的皇馬目前仍然領先第2位的巴塞
兩分，名列榜首。

曉高山齊士之子意外身亡
但皇馬傳奇球星曉高山齊士卻可能無法為球隊

的強勢感到開心，因為他30歲的兒子波圖加爾
日前被發現倒斃在墨西哥城的一幢公寓內，初步
死因被認為是煤氣中毒。波圖加爾出生於馬德
里，後來子承父業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此外他
還曾擔任電視台的體育評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新華社羅馬8日電 AC米蘭8日在意甲聯賽中客
場2：2打和排名第3的森多利亞，連續4輪未能取
得勝利。不過令「紅黑軍團」稍感安慰的是，前鋒
艾沙拉維終於入球了。
22歲的艾沙拉維上一次入球，還是在2013年2月

的「米蘭打吡」中。如今從傷病中走出的艾沙拉維
也慢慢找回了狀態。本場比賽進行了10分鐘，他在
反擊中一腳遠射取得入球。「很開心入球了，但我
更願意看到球隊拿下一場勝利，因為那樣會增強我
們的信心，引領我們重回正軌，」艾沙拉維賽後
說。
落後的森多利亞此後由奧卡卡卓卡和艾達馬田斯

連入兩球完成反超。第65分鐘，文尼斯命中十二
碼，為AC米蘭扳平比分。第85分鐘，邦利拿累積
兩張黃牌被罰下場，AC米蘭最後時刻只能以10人
應戰，好在他們守住了一場和局。「至少我們在下
半場找回了狀態，這一分拿得實實在在。我們會找
到積極的方面，繼續前進，」艾沙拉維說。

新華社柏林8日電 球隊踢得順風順
水，球員也有了創造紀錄的機會。拜仁
慕尼黑8日在德甲聯賽中大勝法蘭克福，
26歲的後衛謝路美保定以50場創造了德
甲球員聯賽不敗場次的新紀錄。

湯馬士梅拿「戴帽」破「法」
49場的原紀錄由謝路美保定的隊友列貝

利保持。謝路美保定上一次跟隨拜仁輸波
還是在2012年10月，當時他們主場以1：

2負於利華古遜。依靠湯馬士梅拿的「帽子
戲法」，拜仁4：0完勝法蘭克福，在積分
榜上以7分優勢牢牢佔據榜首。
「一旦讓我們進入了自己的節奏，對

手很難阻擋住我們，」謝路美保定賽後
說。拜仁在上賽季加冕聯賽和盃賽雙冠
王。雖然在聯賽中也曾輸給了奧格斯堡
和多蒙特，但謝路美保定在這兩場比賽
中都未出場，也讓他得以保持自己的不
敗金身。

新華社倫敦新華社倫敦99日電日電 88日在英超聯賽中日在英超聯賽中11：：00小勝水晶小勝水晶
宮宮，，曼聯重回贏波軌道曼聯重回贏波軌道，，也給了主帥雲高爾極大信心也給了主帥雲高爾極大信心。。荷荷
蘭人表示蘭人表示，，球隊依然有機會爭奪聯賽前四的席位球隊依然有機會爭奪聯賽前四的席位。「。「很高很高
興球隊拿下三分興球隊拿下三分，，我們距離積分榜第四還差兩分我們距離積分榜第四還差兩分，，球隊在球隊在
向着我們希望最終達到的位置前進向着我們希望最終達到的位置前進，」，」雲高爾說雲高爾說，「，「機會機會
依然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依然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這非常重要這非常重要。」。」

桑馬達後備登場入波致勝桑馬達後備登場入波致勝
今仗後備登場的桑馬達攻入全場今仗後備登場的桑馬達攻入全場

唯一入球唯一入球，，曼聯拿到了近四輪聯賽曼聯拿到了近四輪聯賽
中的首場勝利中的首場勝利。。在馬高斯盧在馬高斯盧

祖祖、、拉菲爾達施華拉菲爾達施華、、菲爾菲爾
鍾斯以及莊尼伊雲斯受鍾斯以及莊尼伊雲斯受
傷傷、、基斯史摩寧遭禁賽的基斯史摩寧遭禁賽的
情況下情況下，，雲高爾本場派上雲高爾本場派上
麥尼亞和戴利白蘭特搭檔麥尼亞和戴利白蘭特搭檔
中堅中堅。。儘管後防線上並非儘管後防線上並非
常規的人員配置常規的人員配置，，曼聯還曼聯還
是得以自是得以自99月月1414日以來首日以來首
次零封對手次零封對手。。不過在雲高不過在雲高
爾看來爾看來，，球隊的進步不只球隊的進步不只

體現在防守方面體現在防守方面。「。「當我們當我們
沒辦法拿住球的時候沒辦法拿住球的時候，，問題出問題出
在了組織而不是防守在了組織而不是防守，，這就意這就意
味着全隊都要投入防守味着全隊都要投入防守，，今天今天

的比賽我們做得就好很多的比賽我們做得就好很多，」，」他他
說說。。

足壇雜錦足壇雜錦

摩洛哥堅持推遲非國盃

儘管此前
非足協拒

絕了摩洛
哥關於延

期舉行20
15年非洲

國家盃的
申請，但

鑒於西非
地區伊波

拉疫情肆
虐，摩洛

哥仍

堅持推遲
比賽時間

。摩洛哥
青年和體

育部昨日
晚間發表

聲

明，稱申
請延期舉

行非洲國
家盃的決

定出於衛
生方面的

原

因，希望
將本應在

2015年舉
行的該賽

事推遲到
2016年。

此

前非足協
表示，摩

洛哥必須
按照原定

計劃於20
15年1月舉

辦

非洲國家
盃，否則

將失去舉
辦資格並

受到處罰
。非足協

將給

予摩洛哥
五天限期

就此達成
一致，否

則將考慮
重新選定

賽事

舉辦國家
。據悉，

非足協將
於11日再

次召開會
議，就賽

事

延期或移
交給其他

國家舉辦
作出最終

決定。

莫耶斯傳將任教「皇蘇」

前英超曼
聯主帥莫

耶斯出任
西甲皇家

蘇斯達教
練的呼聲

越

來越高，
更有傳球

會將正式
公布有關

消息。莫
耶斯預計

會與

「皇蘇」
簽下一份

3年合約，
而他的年

薪將會達
到200萬歐

元，是「
皇蘇」有

歷史以來
人工最高

的教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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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謝路美保定
創德甲球員不敗紀錄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美職 西雅圖海灣者 FC達拉斯 周二11：30a.m. T301
註：T為TVB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皇馬炒華歷簡奴
續列西甲榜首

新華社馬德里8日電 巴塞羅那8日晚險些再度
在聯賽中翻船，幸有蘇亞雷斯的兩記助攻力挽狂
瀾，加泰羅尼亞球隊才得以在客場以2：1的比分逆
轉艾美利亞。
尼馬、蘇亞雷斯、沙維等人本輪均坐上後備席。
美斯上半場的一記頭槌撼中橫樑似乎也預示了巴塞
本場的球運不佳。第36分鐘，美斯在對方禁區被偷
走皮球，艾美利亞隨即展開反擊快攻，高路沙憑藉
速度單刀赴會，低射球門左下角得手，為艾美利亞
取得領先。
眼見球隊比分落後，巴塞主帥安歷基在中場休息時
作出調度，換上蘇亞雷斯和尼馬。這一換人取得了成
效。蘇亞雷斯在第61分鐘的凌空掃射擊中橫樑，但第
73分鐘烏拉圭人還是幫助球隊打開了局面，他在禁區
右路靈巧擺脫對方防守後送出傳中，尼馬側身腳後跟
將球撥入，攻入個人賽季第十個聯賽入球。
扳平後的巴塞士氣大振，美斯在第78分鐘的射門

再度擊在橫樑上。但第83分鐘，蘇亞雷斯精準挑傳
中路，無人防守的佐迪艾巴門前輕鬆破網，助巴塞
實現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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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路士本賽季9勝2和保持不敗，但上賽季的
亞軍利物浦開場僅9分鐘就率先破門，安利

簡恩25米外的遠射彈在卡希爾的身上飛入車路士
大門。第14分鐘，泰利門前頭槌攻門被利物浦門
將米洛列特撲出，卡希爾混亂中補射又被米洛列
特沒收，但鷹眼技術顯示球已經越過門線，1：
1。第67分鐘，迪亞高哥斯達（迪哥）門前勁射
入網，為車路士攻入了制勝一球。與在歐聯小組
賽中輸給西甲皇家馬德里的陣容相比，利物浦主
帥羅渣士換了7名隊員，但最終他也沒有讓「紅
軍」走出最近的低迷。11輪過後，利物浦4勝2
和5負，排在第8位。
面對陷在護級區的昆流，曼城猶如經歷了一場

噩夢。開場僅9分鐘，昆流的查理柯士甸就攻入
了兩球，但都被判罰無效。他第8分鐘的入球被
判越位在先，1分鐘後，曼城門將赫特禁區內開
球失誤，正好送在查理柯士甸腳下，後者遠射破
門，但球證認為赫特開球前兩次觸球違例，比分
依舊維持在0：0。

查 理
柯士甸在第
21分鐘終於打破
僵局，在門前低射破
門。第32分鐘，阿古路
接到文加拉長傳，巧妙晃
過對手防守後將比分扳平。
昆士柏流浪第76分鐘憑藉迪
米捷利斯的烏龍球再度領先，但
阿古路在第83分鐘梅開二度，他帶球
晃過對方後衛後，面對4名隊員的防守射入
關鍵一球，使曼城避免了失敗的命運。

落後領頭羊車路士8分
「阿古路只要拿到球，對手的整條防線就陷

入麻煩，」曼城主帥柏歷堅尼賽後說。曼城近
6場只錄得1勝2和3負的頹勢，在聯賽榜更已
經落後領頭羊車路士8分，柏歷堅尼稱，「國
際賽期來得合時，那可讓我們重新踢出正常的
風格。不過我重申，即使我們處於不太理想的
處境，今仗和波仍證明球隊有力戰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英超日前進行了第11輪比賽，榜首的車路士作客利

物浦，在先失一球的不利情況下以2：1逆轉對手，而

兩度落後的曼城憑藉阿古路的兩個入球，以2：2逼和

昆士柏流浪(昆流)，頹勢未止。作為衛冕冠軍的曼城

在積分榜上依然排在第3，但已經落後領頭羊車路士8

分，比排在第2的「黑馬」修咸頓少4分。

雲高爾：
曼聯爭前四仍有戲

■賓施馬(中)埋門。
美聯社

■佐迪艾巴(中)與蘇亞雷斯擊掌。 法新社

■艾沙拉維(左)妙射得手。 美聯社

■前曼聯主帥莫
耶斯。 法新社

■拜仁眾將慶祝勝利。路透社

■■加里夫巴利加里夫巴利
((右右))與卻奧斯慶與卻奧斯慶
祝入波祝入波。。路透社路透社

■■阿古路成功拯阿古路成功拯
救曼城救曼城。。路透社路透社

■■阿古路阿古路((左左))破破
門瞬間門瞬間。。美聯社美聯社

■■查理柯士甸查理柯士甸((右右))建功建功。。
路透社路透社

■■桑馬達桑馬達((右右))勁射破門勁射破門。。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