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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前被視為贏波熱門的曼城作客水晶宮全場錄得
74%控球率兼有19次射門，但中門框得6次，效

率並不如4射3中框造成2個入球的主隊。本來藍月可
藉獲勝重奪聯賽榜次席，拉近跟榜首車路士的距離，但
現已被雙雙贏波的阿仙奴和曼聯追過。藍月錄得作客3
連敗之餘，今季6訪倫敦更無1勝，非常羞家，為緊接
周末硬撼曼聯的「曼市打吡」蒙上陰影。

首個入球有越位之嫌
水晶宮今仗上半場34分鐘由老將格連梅利先開紀

錄，縱有越位之嫌但已當有效入球。換邊後3分鐘，賓
捷安再以罰球直接破網。完場前12分鐘曼城中場耶耶

托尼追回一球，但之後拿斯尼的射門
中柱，注定全失3分。
今年初接帥印的柏度帶領水晶宮愈

踢愈好，由倒數第2逐漸攀升至第11
位。藍月領隊柏歷堅尼則很愁，他深
知己隊爭標機會渺茫，賽後已不想再
談衛冕之事：「我們現不談超越車路
士或爭聯賽冠軍，我們所想的是盡力
去贏每場比賽。至於最終結果，季尾
自有分曉。」早前盛傳曼城方面有意
今夏易帥，未能在歐聯更進一步的柏
帥即使聲稱不憂前途，但他想保住烏
紗也不易。 ■記者 鄺御龍

前四成季尾目標 柏帥不再談衛冕

季中仍有相當機會衛冕英超的曼城（藍月），昨凌晨作客水晶宮在攻足全

場下竟先失2球，最終追回1球仍以1：2見負，不單落後少踢1場的榜首車

路士9分，爭標幾近無望，「藍月」更正式被阿仙奴及曼聯趕過，若再有閃

失，隨時連「梗頸四」位置都不保。領隊柏歷堅尼賽後也表明，不再想爭冠

軍的事，如同提早投降。

外媒列出曼城今季後勁不繼的因
素，最要命是陣容老化。早幾年
「金錢足球」讓曼城斥巨資簽下多
人，助其3年前英超封王，及後因
不符合歐洲足協的財政公平新規，
去年轉會上不敢再狂燒錢。早幾年
加盟的耶耶托尼等球星亦未見獲新

血替換，隊中平均年齡拉高至逾
29歲，無法輕易變陣，球隊前景
艱難。另曼聯前名將加利尼維利則
狠批曼城心理質素不佳：「他們像
爬上山頂後便說『呼，我們辦到
了』，此乃最差的事。」

■記者 鄺御龍

衰在陣容老化及心理質素差

皇家馬德里早前4輪3度失分，遭巴塞羅那搶去聯賽榜首寶
座，周日主場終於大反彈血洗CF格蘭納達9：1。今晚深夜西
班牙甲組足球聯賽皇馬作客華歷簡奴，儘管賽程密集也無留力
空間。（now632台周四凌晨4：00a.m.直播）

巴利或避戰 C朗期待300球
進入2015年狀態走樣的C·朗拿度上仗職業生涯首次單場狂

轟5球，在西甲射手榜以36球超前32球的巴塞羅那宿敵美斯，
有助重拾信心。葡萄牙球王再有「士哥」即踏入自己皇馬各項
賽事的300球大關。回復心情的他未有自滿，昨分享了一幅單
車照，留言：「盡量多鍛煉身體，對你身心都有益。」
華歷簡奴3連勝升上第9位，好在皇馬聯賽過去13次對賽都

贏到他們，而「銀河戰艦」除中堅比比要養傷及最新指加里夫
巴利上陣成疑外，中前場連同周日已復出的占士洛迪古斯，跟
C朗、賓施馬、卻奧斯、莫迪歷和艾斯高皆能候命，令主帥安
察洛堤排陣有甜蜜的煩惱。 ■記者梁志達

周日略現進攻疲態的巴塞羅那靠後衛馬菲奧入波力挫切爾達1：
0，聯賽5連勝保持領先皇馬4分的優勢，緊接周末大戰西維爾前，
今晚深夜聯賽面對尾2的艾美利亞佔主場之利（now632台周四凌
晨2：00a.m.直播），教練安歷基可放心讓部分主將休息。

美斯疑「問候」球證
上仗一次推進狂遭切軍守將攔截而球證沒表示，巴塞前鋒美斯

被拍到疑似用粗鄙語言向球證投訴，C朗大爆發或給他帶來壓力。

歐聯對手PSG冇前冇後
巴塞賽前收到喜訊，就是下周中歐聯8強首回合對手巴黎聖

日耳門（PSG），有中堅大衛雷斯受傷要休戰4星期，防中莫達
亦上陣成疑，神鋒伊巴謙莫域與中場馬高華拉堤更停賽。後述
兩將今晚深夜法國足總盃4強料擔正上陣，協助聯賽一哥主場
迎撼法甲排第5近7場不敗的聖伊天（無綫網絡電視302台周四
凌晨3：00a.m.直播）。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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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英德盃賽備受關注的8強戰，
英超聯連敗給競爭對手曼聯及阿仙奴
後，即使曼城輸給水晶宮滑落到第
4，利物浦進入季尾卻仍距前四歐聯
區7分，今晚深夜英格蘭足總盃8強
重賽作客上仗對賽守和0：0、英冠
現排第10的布力般流浪，更不敢大
意（now621、633及668台周四凌
晨2：45a.m.直播），因為這是隊長
謝拉特離隊前的最後捧盃希望，之前
受傷的前鋒史杜列治和翼鋒拉爾拉拿
未知能否候命，但停賽的後衛史卡迪
爾則不能幫忙。「利記」領隊羅渣士拒絕損軍心，否認開了緊
急對策會議及遭球員駁嘴的傳聞。翼鋒菲臘比古天奴則表示，
盼「以足總盃作救贖」。

硬碰利華 梅拿：要踢出膽識
輸給慕遜加柏後日前及時贏回多蒙特保持聯賽榜首大幅優勢

的拜仁慕尼黑，繼續有中堅畢斯杜巴、查維馬天尼斯，左閘阿
拉巴，中場舒韋恩史迪加，翼鋒列貝利跟洛賓多將倦勤，今晚
深夜德國盃8強作客硬撼聯賽5連勝穩居第4的利華古遜（無綫
網絡電視13台周四凌晨2：30a.m.直播），儘管主隊有韓國鋒
將孫興民停賽，然而還需當心包括傑斯寧和比拿拉比在內的一
批進攻良將。德國前鋒湯馬士梅拿鼓勵拜仁隊友，揚言「今仗
一定要踢出膽識」。 ■記者梁志達

盃賽8強 利記拜仁遇挑戰

拿玻里難食「素」 傳季尾換帥

拿玻里連續5輪聯賽失分，距本場對
手拉素的第3名歐聯資格甚遠，今晚深
夜意大利盃4強帶着上仗1：1賽果主
場踢次回合（now633台周四凌晨2：
45a.m.直播），拉素正值 4連勝強
勢，賽前更傳出拿玻里教頭賓尼迪斯
季尾或離隊，轉由曾掌意大利國家隊
的史巴利堤執教。

曉姆斯承認考慮轉會
對於英超曼聯將全力挖角的傳聞，

多蒙特德國鐵衛曉姆斯近日首次承認
說：「我正考慮自己的去向，我相信
幾星期後將會明朗化一些。」德國名
宿碧根鮑華亦支持曉姆斯出外發展，
「凱撒大帝」說：「他現在26歲，正
值職業生涯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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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冠盃 浦和紅鑽 北京國安 今晚6：30p.m. n671
亞冠盃 平陽 全北汽車 今晚7：00p.m. n670
俄超 泰歷克 辛尼特 今晚10：45p.m. n671
意甲 帕爾馬 烏甸尼斯 周四0：30a.m. T301
德盃 比勒費爾德 慕遜加柏 周四1：00a.m. T01
俄超 莫斯科中央陸軍 莫斯科戴拿模 周四1：30a.m. n671
西甲 巴塞羅那 艾美利亞 周四2：00a.m. n632
德盃 利華古遜 拜仁慕尼黑 周四2：30a.m. T13
英足盃 布力般流浪 利物浦 周四2：45a.m. n621/n633/n668
意盃 拿玻里 拉素 周四2：45a.m. n633
蘇超 登地 登地聯 周四2：45a.m. AW
法足盃 巴黎聖日耳門 聖伊天 周四3：00a.m. T302
葡盃 士砵亭 國民隊 周四3：00a.m. C155
西甲 華歷簡奴 皇家馬德里 周四4：00a.m. n632
註：AW為亞視國際台、C為有線、n為now台、T為TVB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晚亞冠盃分組賽第4
輪，3輪全勝的廣州恒大作客對日本鹿島鹿角，臨尾失絕殺球以1：2
落敗。恒大賽後積9分列H組榜首，身後的FC首爾及西悉尼流浪者
同有5分，故未能提前出線。
恒大於中超遭遇兩場不勝，狀態不佳。今仗，鄭智與曾誠均告復

出，進入後備名單；小組賽已入6球的高拉特領軍中前場。鹿島鹿角
前3輪全敗，但今場比賽，恒大防守上的壓力從比賽開始便一直存
在。19分鐘，鹿島鹿角的遠藤康右路傳中，皮球擊中正在禁區線上後
退的金英權手臂上，球證判12碼，遠藤康親自操刀破網。慢鏡顯示
金英權手臂沒貼緊軀幹，但也沒張開。恒大上半場除了1次中柱的攻
門，並沒有很奏效的進攻。

富力訪城南悶和 形勢被動
恒大下半場作出調整，65分鐘以鄭智和鄒正分別替換劉健與馮瀟

霆，並於74分鐘扳平，郜林轉身擺脫敵衛左路傳中，埃爾克森繞到
昌子源身前小禁區內包抄破網。補時最後一刻，金英權邊路防守卡伊
奧時被判犯規，柴崎岳右路罰球傳中，後備入替的高崎寬之頂入死

角。同日廣州
富力作客與韓
國FC城南互
交白卷，F組
3戰得 4分，
位列7分的武
里南聯及 FC
城南之後，出
線形勢被動。
今晚兩支聯

賽一哥相遇，
中超北京國安
作客日本浦和
紅鑽（now671台今晚6：30p.m.直播），後者在G組0分墊底，國
安贏波即提前兩輪出線。中超暫列季席、亞冠E組差第2位4分的山
東魯能主場會對日職列中游但亞冠小組帶頭的柏雷素爾（本港時間今
晚7：00p.m.開賽）。

臨尾遭絕殺 恒大亞冠出線還要等

皇馬皇馬大反彈大反彈
決不留「歷」

狂狂「「宮宮」」照輸照輸 曼城曼城英超玩完英超玩完

■英超曼聯西班牙中場安達靴里拉因為狀態
大勇而人氣升溫。一名女球迷因為長得酷似
他，照片隨即在網上瘋傳，更有留言笑指原
來靴里拉有個「孖生妹妹」。 網上圖片

■西甲馬德里體育會中場阿
達杜倫上周代表土耳其國家
隊踢畢歐國盃外圍賽乘機返
國，心情大好的他入了駕駛
室玩自拍，更透過機上廣播

系統恭喜
球隊，引
起土耳其
航空委員
會不滿，
連累機組
人 員 受
查。
網上圖片

■美斯對上
兩輪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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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鬥布力般利物浦鬥布力般，，相相
信側擊任務會再次落在信側擊任務會再次落在
拿沙馬高域拿沙馬高域（（左左））身身
上上。。 法新社法新社

■■戴起戴起「「黑超黑超」」的的CC
朗跟自己的愛車合朗跟自己的愛車合
照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兩位兩位4242號中場相遇號中場相遇，，耶耶
耶托尼耶托尼（（右右））追着賓捷追着賓捷
安安。。 法新社法新社■■格連梅利格連梅利（（左左））助水晶宮率先攻破祖助水晶宮率先攻破祖

赫特赫特（（右右））的十指關的十指關。。 美聯社美聯社

■■曼城狂失分曼城狂失分，，柏歷堅尼柏歷堅尼
冇面見人冇面見人。。 法新社法新社

■■FCFC城南的郭熙城城南的郭熙城（（下下））
跟汪嵩爭頂跟汪嵩爭頂。。 美聯社美聯社

■■恒大恒大（（黃衣黃衣））最後一刻最後一刻
被高崎寬之被高崎寬之（（右右））頂入絕頂入絕
殺球殺球。。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