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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足總盃第4圈明晨將率先上演一場，英超
曼聯將作客「恰」乙組球隊劍橋聯，牌面上強弱懸
殊，料「紅魔」能夠贏波過關。(now621及633台
周六3：55a.m.直播)
賽事11屆冠軍曼聯將作客鬥乙組球隊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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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魔」兩回合計贏4：1。劍橋聯主帥蒙尼賽前指
麾下球員終生或許只有一次機會與曼聯比賽，應好
好珍惜，看來主隊誓以渾身解數力抗「紅魔」。值
得一提的是，在曼聯出道、現劍橋聯陣中老將查域
克今仗將倒戈母會出戰。至於曼聯，新簽的前西甲
巴塞羅那門將域陀華迪斯，很可能今仗迎來「處子
秀」；加上「紅魔」實力超班，料今仗可過關。

奧脫福變「米老鼠樂園」
另據英國媒體報道指，曼聯奧脫福主場又再變成

「米老鼠樂園」。報道指，去年有報告提到奧脫福
球場的北看台及南看台時有老鼠出沒；其實，奧脫
福球場曾於2012年時有衛生報告指出，奧脫福的
職員飯堂發現老鼠的蹤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西甲皇家馬德里昨日發表官方聲明，宣布已就16歲
的挪威天才奧迪加特轉會一事與挪超球會史卓加斯特
達成一致。據西班牙媒體透露，奧迪加特的轉會費約
為300萬歐元。
年僅16歲的奧迪加特司職攻擊型中場，是歐洲各
大球會追逐的對象。他在15歲時便已在挪威聯賽中亮
相，是挪威聯賽首秀年齡最小的球員。此外他在未滿
16歲時便取得了為挪威國家隊出場的資格，也是挪威
國家隊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腳。據知，奧迪加特
在此前曾來到馬德里參與皇馬訓練課，並得到
皇馬頭號球星C朗的鼓勵；當時C朗稱：
「過幾年後我入不了那麼多球了，到時候入球的任
務就交給你了。」

C朗獲勞倫斯提名安察洛堤成最佳
另外，剛剛獲得上季國際足協金球獎
的C朗和他職業生涯最大的對手美斯同
時進入了勞倫斯獎2014年最佳男運動員
的22人初選名單。與此同時，在2014年
將西班牙盃、歐聯、歐洲超級盃和世界
冠軍球會盃先後收入囊中的皇馬則進入
了最佳球隊獎初選名單。皇馬球員占士
洛迪古斯也在最佳新人獎初選名單中。
勞倫斯獎素有「體壇奧斯卡」的美譽。
2014年度勞倫斯獎頒獎典禮將於今年4

月15日在中國上海舉行。
同時，繼皇馬獲國際足球歷史與統計聯合會所評選

的2014最佳球隊後，皇馬主帥安察洛堤昨日也得到該
機構肯定，被評為2014年度最
佳主帥。這是安察洛堤繼
2007年後第二次獲該協會所

評年度最佳教練。上一
次得到這一榮譽時，
意大利人仍在執教
意甲豪門 AC
米蘭。
■新華社

意大利盃昨日進行了兩場16強比賽，
費倫天拿和國際米蘭分別晉級；其中，費
倫天拿主帥蒙迪拿賽後否認了哥倫比亞國
腳古亞達度將轉會英超車路士的傳聞。
費倫天拿主場迎來阿特蘭大的挑戰。高

美斯開場6分鐘就取得入球，古亞達度第
12分鐘主射12碼命中，高美斯在第28分
鐘攻入個人本場比賽第二球，「紫百合」
在30分鐘不到的時間內就取得了3：0的
領先。阿特蘭大僅由比安基在第40分鐘
扳回一球。兩隊在下半場均無建樹，主場
作戰的費倫天拿3：1晉級。傳聞稱，車
路士報價2700萬歐元試圖引進古亞達
度，對此蒙迪拿賽後否認了這一傳聞；他
說：「目前古亞達度不可能離隊。他知道
這些傳聞只是誇大其詞，他不以為然。」
當天的另一場16強比賽，森多利亞在
少踢兩個人的不利局面之下，最終以0：
2不敵國際米蘭。國米今仗直到下半場才
取得入球。71分鐘，普度斯基助攻沙基
利，後者推遠角得手。終場前，莫路伊卡

迪射空門得手將比分鎖定為2：0。 ■新華社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亞洲盃 伊朗# 伊拉克 今日2：30p.m. n671
亞洲盃 日本# 阿聯酋 今日5：30p.m. n671
荷甲 川迪 荷華高斯 周六3：00a.m. n671
法甲 尼斯 馬賽 周六3：30a.m. T302
蘇超 聖莊士東 鴨巴甸 周六3：45a.m. AH
英足盃 劍橋聯 曼聯 周六3：55a.m. n621/n633
註：n為now台、T為TVB網絡電視、AH為亞視本港台、
#為中立場。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英超5隊躋身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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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球會排名榜昨日公佈錢球會排名榜昨日公佈，，

在前十名中在前十名中，，英超球隊佔英超球隊佔

據半壁江山據半壁江山。。其中其中，，英超英超

豪門曼聯隊雖然在上季表豪門曼聯隊雖然在上季表

現不佳現不佳，，但是球隊的吸金但是球隊的吸金

能力依舊十分強勁能力依舊十分強勁，，在上在上

季季，，「「紅魔紅魔」」營業收入達營業收入達

到到44..332332億英鎊億英鎊，，在歐洲所在歐洲所

有球隊的排名回升至第有球隊的排名回升至第

二二，，僅次於西甲豪門皇家僅次於西甲豪門皇家

馬德里馬德里((44..595595億英鎊億英鎊))。。

曼聯足總盃「恰」乙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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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足靚女門神
蘇露，因有傳與警察
發生爭執，昨日被國
家隊踢出隊30日。
蘇露亦發表道歉聲
明：「我要向一直支
持我的隊友、教練及
足總道歉，我藉這段
時間反省自己。」

美聯社

被踢出隊
被踢出隊

昨日的西班牙盃8強首回合比賽
中，坐鎮主場的巴塞羅那憑藉隊內頭
號球星美斯入波，以1：0小勝到訪的
西甲勁旅馬德里體育會。
巴塞開場便擺出志在必得之勢，三

大前鋒美斯、尼馬和蘇亞雷斯悉數正
選登場。馬體會方面，本賽季重新回
歸球隊的西班牙「金童」費蘭度托利
斯同樣獲得正選機會。
上半場雙方均無建樹，戰至83分鐘

美斯主罰罰球射門被擋，混戰中馬體
會球員桑法蘭禁區內勾倒巴塞球員布
斯基斯，球證判給巴塞12碼；美斯主
罰但被馬體會門將奧比歷撲出，不過
機敏的「小跳蚤」隨即跟進補射破
門。
憑藉美斯的寶貴入球，最終巴塞主
場1：0小勝馬體會，在兩回合的比賽
中佔得先機。雙方的下一場比賽將於
下周三在馬體會主場進行。本場比賽
同時也是巴塞在近兩個主場連勝馬體
會。在1月11日西甲聯賽的比賽中，
巴塞曾在主場以3：1戰勝馬體會。
在當天進行的其餘兩場比賽中，維

拉利爾1：0小勝基達菲，馬拉加0：0
與畢爾包握手言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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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簽16歲挪威天才奧迪加特

著名會計師事務所德勤昨日公布一年一度的世界最
賺錢球會排名榜，5間英超球會排前10位，而排

第1位的是西甲球會皇家馬德里，其2013/14年球季收
入為4.595億英鎊，連續10年排榜首。
曼聯於2013/14年球季收入為4.332億英
鎊，由去年的第 4重上第 2
位。曼聯上賽季4.332億英
鎊的收入比之前的賽季增
長了20%，球隊上季轉播收入 增幅達34%，而這也
成為了球會收入劇增的主要動力。
排第3位的是德甲球會拜仁慕尼黑，其收入為4.077
億英鎊，西甲巴塞羅那以4.052億英鎊排第4位，法甲
豪門巴黎聖日耳門以3.966億英鎊排第5位。英超曼
城、車路士、阿仙奴、利物浦分別佔據第6至第9位。
意甲的頹勢依舊，祖雲達斯以2.336億英鎊的收入排名
第十，成為意甲唯一一支進入前十的球隊。

桑馬達成英超「死球王」
雖然在世界最賺錢球會排名中未能成為「一哥」，但
桑馬達為曼聯爭回一口氣；他憑28射5中的高命中率，
成功壓倒歷史上不少英超球星，成為新一任的英超「死
球王」。
據英國《每日郵報》的統計顯示，桑馬達登陸英超
後曾 28 次主射罰球，當中 5 次命中，命中率達
17.9%，而這個命中率就足以令他成為英超「死球
王」。緊隨其後，是現効力新特蘭的施巴斯坦拿臣，
他憑90射11中，12.2%的命中率屈居亞軍，而前車路
士前鋒哈索賓基，則以62射6中，9.7%的成績得
第3，至於碧咸則54射5中，只以9.3%排第4。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梁啟剛

林柏特友賽傷出
無大礙

曼城昨日在阿布扎比踢友賽以2：0擊敗德甲漢
堡，林柏特只踢了20分鐘就被換下，主帥柏歷堅
尼賽後強調，老將傷病不重，有希望趕上周末舉行
的足總盃。柏歷堅尼表示，「林柏特在熱身時就出
現狀況，他感覺肌肉不適，但我認為他的傷病不是
很嚴重。我們換下他只是一種預防措施。」

軒達臣迪哥爆發衝突
據英媒《每日電訊報》報道，早前在利物浦與車

路士的英格蘭聯賽盃準決賽首回合較量結束後，利

物浦中場軒達臣與車路士前鋒迪亞高哥斯達(迪哥)
在球員通道發生了衝突，一名利物浦的工作人員不
得不介入其中，將二人分開。

熱刺英聯盃小勝錫菲聯
英格蘭聯賽盃四強首回合賽事昨日舉行，熱刺主

場1：0小勝甲組隊錫菲聯。上半場兩隊打和。換
邊後，錫菲聯的麥艾維利明顯手球，唐辛主射破
網，協助熱刺在74分鐘領先。兩隊其後互無進
賬，熱刺最後亦憑這個入球小勝1：0。次回合賽事
於下星期移師至錫菲聯主場上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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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吸金力排次席曼聯吸金力排次席。。法新社法新社

■■曼聯門將域陀華迪斯曼聯門將域陀華迪斯。。路透社路透社

■■皇馬成全球最賺錢球會皇馬成全球最賺錢球會。。法新社法新社

■■挪威天才奧迪挪威天才奧迪
加特加特。。 法新社法新社

■C■C朗獲勞倫斯朗獲勞倫斯
提名提名。。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美斯1212碼罰球被撲後碼罰球被撲後
上前補中得手上前補中得手。。 法新社法新社 ■■高美斯高美斯((右下右下))及古亞達度及古亞達度((右上右上))等慶祝勝利等慶祝勝利。。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