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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晚愛斯賓奴主場對巴塞羅那（巴塞）
的「加泰隆尼亞打吡」中，後者的三箭頭
「MSN」組合美斯、尼馬和蘇亞雷斯發揮出
色，組織了2個「士哥」，助巴塞以2：0取
勝。
於上半場17分鐘，美斯從中場長傳給佐迪
艾巴，後者「落底」橫傳後蘇亞雷斯故意漏
過皮球，繼而讓尼馬一射中鵠。8分鐘後美
斯再接應「阿蘇」的妙傳轟入成2：0，雖然
下半場初段佐迪艾巴因兩黃一紅被罰離場，
但打少1人的巴塞依然控制形勢，最終在主
隊同樣有1人被罰走下這比分依然能保持至
完場，賽後巴塞領先少踢一場的皇家馬德里
5分。

沙維500次上陣
與此同時，巴塞的中場發電機沙維於完場
前3分鐘後備入替，完成他的第500場西甲比

賽，是巴塞
隊史首人能
有此成就。
另 一 方

面，積分榜
排第3的馬
德里體育會
（馬體會）
在主場迎戰
艾爾切，剛
從歐聯出局
不久的「床
單軍團」上
半場屢失戎
機，但換邊後桑法蘭以後備入替即令球隊煥
然一新，法國射手基沙文連下兩城的同時魯
爾加西亞亦以遠射破網，最終以3：0全取3
分。 ■記者 鄺御龍

「MSN」發威 巴塞「打吡戰」報捷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時間 直播頻道
西甲 華倫西亞 CF格蘭納達 周二2:45a.m. n632/T13
英冠 般尼茅夫 保頓 周二3:00a.m. T301
葡超 摩里倫斯 士砵亭 周二3:00a.m. C155
註：n為now，C為有線，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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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冠榜首屈福特昨日在提前開賽的比賽中，作
客以2：0戰勝白禮頓，本來能否提前1輪升班還
要看其他分數接近球隊的成績。結果排第4的諾域
治賽和，第3的米杜士堡不敵富咸，讓屈福特能鎖
定英冠前2名位置，時隔8年重返英超。
按英冠規則，24支球隊中積分前兩名的球隊可
直升英超，第3至6名則透過附加賽決定最後一個
升班名額，由於屈福特領先同樣只剩1場的米杜士
堡4分，前者即使下輪輸波至少都可憑第2名結束
球季，篤定升班。所以當屈福特球員在隊巴上得
悉可以升班後，全隊即瘋狂慶祝。 ■新華社

「「小豬小豬」」破網破網 拜仁拜仁捧盃在即捧盃在即

都靈內訌 祖記失分

昨晨拜仁慕尼黑（拜仁）於主場
以1：0戰勝哈化柏林，令這支德甲
豪門拋離次席禾夫斯堡（狼堡）15
分，就算「狼堡」昨晚勝出，只剩4
輪下他們全勝而拜仁全敗也只是同
分，然而「狼堡」應不太可能追回
那32個得失球差距，換言之拜仁已
99%穩奪今屆聯賽冠軍。
拜仁領隊哥迪奧拿今場給機會小

將們發揮，基安盧卡加甸奴和施蘭
卻特分別是第2次和第1次上陣。雖
然全場控制形勢，但拜仁要到下半
場35分鐘才由防中舒韋恩史迪加於
禁區口接應隊友的傳中怒射破網，
以1：0維持至完場，「小豬」入球

後亦衝上鐵絲網與球迷慶賀。

根度簡鐵定留「蜂」
今季大滑坡引致領隊高洛普決定

季尾請辭的多蒙特，中場根度簡屢
傳獲曼聯垂青，欲以3,000萬歐元
（約 2.53 億港元）簽下他，「蜂
軍」體育總監索克昨日向德國的
《天空體育新聞》矢言所有臆測全
屬「流料」。「通常我們不評論那
些流言，但現在實在太多，令我們
只能清楚說一遍：那並沒有簽約，
沒有合約，沒有報價，沒有要求甚
至沒有接觸。」

■記者 鄺御龍

■■美斯美斯（（中中））和尼馬和尼馬（（右右））各入各入11球球。。 路透社路透社

■馬體會前鋒基沙文狀態大
勇。 路透社

■■屈福特球員在隊巴為升班狂歡屈福特球員在隊巴為升班狂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小豬小豬」」破網後即和鐵絲破網後即和鐵絲
網外的球迷慶祝網外的球迷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足球雜錦

拿維斯
助PSG大勝
法甲盟主巴黎聖日耳門（PSG）

前晚主場對里爾，憑着阿根廷翼鋒
拿維斯上演「帽子戲法」配合烏拉
圭射手卡雲尼和巴西後防麥士維的
入球，最終以6：1取得大勝，賽
後以3分優勢領先里昂重登聯賽榜
首，里爾則排第8位。被罰停賽的
瑞典神鋒伊巴謙莫域則在觀眾席欣
賞各隊友的入球騷。

奎羅斯
突回歸伊朗
早前辭職的前伊朗領隊奎羅斯，

昨日突獲伊朗傳媒指他已回心轉意
繼續留効，帶領伊朗國足進軍
2018年世盃。曾待在曼聯和皇家
馬德里的奎羅斯上月以受壓力為由
辭職，並對其決定感到歉意，但伊
朗體育部官員最近強硬表示「任何
人不喜歡這件事可以離開足總，因
體育部已決定繼續和奎羅斯合
作」。

基爾獲加
傳涉春宮帶
熱刺右閘基爾獲加被指涉及一宗

春宮帶事件，他對傳聞感到「厭惡
及吃驚」，威脅會對找麻煩的人作
出法律行動。據報有條性愛影片近
日於社交網絡上出現，宣稱是獲加
與另一女子交歡，但24歲的獲加
強烈否認片中人是自己。

■記者 鄺御龍

■■拿維斯拿維斯（（右右）。）。 法新社法新社

矢志達成意甲4連霸的祖雲達斯
（祖記），昨晚在「都靈打吡」作
客拖連奴，「斑馬軍團」由35歲的
中場老將派路先開紀錄，但上半場
末段達美安為主隊追平，下半場
加利亞雷拉為主隊再入一球，結果
祖記輸1：2，全失3分。雖然拿不
下勝仗，但祖記仍以14分優勢領先

昨晚以1：1賽和基爾禾的拉素，聯
賽冠軍近在咫尺。
至於前晚分途出擊的「米蘭雙

雄」方面，國際米蘭主場以2：1擊
敗第3位的羅馬，令後隊更難力追前
兩名。AC米蘭作客烏甸尼斯則以1：
2見負，兩支米蘭球隊繼續排在無關
痛癢的中游位置。 ■記者 鄺御龍

柏歷堅尼：望不敗至季尾
上屆英超冠軍曼城（藍月）的衛冕

機會雖已渺茫，但仍需努力佔據前4
位，免得來季無緣參戰歐聯。昨晨他
們主場對阿士東維拉時險象環生，若
非最後1分鐘巴西中場費蘭甸奴射入
奠勝球，「藍月」早已失分，結果憑
3：2賽果重返第2位。
今仗曼城由阿古路和高拉洛夫分別

於上下半場建功，前者亦以21球高
居射手榜首位，然而及後加強攻勢的
維拉靠湯卡華利和山齊士摩蘭奴
破網追和，但最終被費蘭甸奴
破壞了可帶1分走的美夢。
賽後「藍月」主帥柏歷堅
尼指球隊儘管打得不算
好，但相信只要餘下4場聯

賽保持今仗的拚勁，將能以不
敗姿態完成球季，「今天我們打得

不好，就控球而言或是近來最差的一
場。我們每場控球率皆高，對每隊也
是如此，所以看到失去這麼多控球實
在奇怪。」

「夏神」值2億英鎊
至於前晚利物浦（紅軍）以0：0

賽和西布朗，前者領隊羅渣士坦言這

賽果對他們爭奪前4的機會構成重大
打擊，因已落後第4名曼聯7分，羅
帥說：「將會很難去踢歐聯了，餘下
5仗我們至少要贏4場，那已成為我
們的必要目標。」
另外，榜首車路士（車仔）的名宿
拿保夫昨日向報章批評舊東家，指他
們的實力和表現今季絕不止拿取1項
錦標，並呼籲油王老闆艾巴莫域治應
引入皇家馬德里（皇馬）的21歲法
國後衛華拉尼。至於盛傳法國球王施
丹有意叫皇馬收購夏薩特，車仔領隊
摩連奴表明「夏神」每條腿價值高達
1億英鎊（約11.8億港元），暗示無
意出售該球星。 ■記者鄺御龍

■■費蘭甸奴費蘭甸奴（（左邊藍衫左邊藍衫））臨完場的臨完場的
入球幫曼城全取入球幫曼城全取33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羅渣士羅渣士（（中中））暗示暗示「「紅軍紅軍」」來季來季
參戰歐聯無望參戰歐聯無望。。 美聯社美聯社

■■「「紅魔紅魔」」再次失利再次失利，，朗尼朗尼（（左左））和和
費蘭尼顯得非常失落費蘭尼顯得非常失落。。 路透社路透社

■■占士麥卡菲占士麥卡菲（（中中））為為「「拖肥糖拖肥糖」」先開紀錄先開紀錄。。 路透社路透社

■■哈利卡尼哈利卡尼（（中中））獲選入獲選入「「英超英超1111人人」。」。法新社法新社

由於傷兵眾多，今仗曼聯要靠小將麥尼亞夥拍基斯史
摩寧擔任中堅，並由朗尼和費蘭尼負責攻堅，攻守

上皆欠銳利。結果愛華頓於開賽後5分鐘便由占士
麥卡菲強行突破一對中堅再在右邊射向遠柱入
網，已失位的「紅魔」門神迪基亞無從挽救，主
隊領先1：0。
及後費蘭尼曾有上佳入球機會，他疑似犯規
的推開對手形成半單刀狀態，可惜「爆炸
頭」腳頭太重令皮球越楣而去。即使
「拖肥糖」大打防守反擊戰術，但埋
門均較「入肉」，到上半場35分
鐘史東斯藉角球攻勢從前柱跳頂
入尾柱，未換邊已領先2球。
為求逆轉形勢，曼聯先後調入前

鋒法卡奧和快翼迪馬利亞，但這兩名
南美兵能構成威脅之前，主隊再由同屬後
備的米拿拉斯射成3：0，就算完場前再派尹
佩斯上場，「紅魔」都無力回天，以3球之
差魂斷葛迪遜公園球場。賽後「紅魔」以
65分居第4位，較場次相同的死敵曼城少2
分，如無意外會由兩支曼市球會爭聯賽季
軍。

「哈利仔」入年度陣容
英格蘭職業球員工會昨日發表年度陣容名
單，「車仔」佔去11人中的6個席位，而
熱刺新人王哈利卡尼則偕車仔的迪亞高哥
斯達入選前鋒位置。「英超年度11人」
為：門將／迪基亞（曼聯）；後衛／伊
雲洛域（車路士）、加利卡希爾（車
路士）、泰利（車路士）、賴恩貝特
蘭（修咸頓）；中場／阿歷斯山齊士
（阿仙奴）、尼曼查馬迪（車路
士）、古天奴（利物浦）、夏薩特
（車路士）；前鋒／哈利卡尼
（熱刺）、迪亞高哥斯達（車路
士）。 ■記者 鄺御龍

「拖肥」22年來對陣首入3球

「「「紅魔紅魔紅魔」」」恥辱大敗恥辱大敗恥辱大敗 英超無望英超無望英超無望
昨晚英超早場曼聯（紅魔）作客愛華頓（拖肥糖），向來前者都能在雙方對決中佔優勢，但今

次「紅魔」則在葛迪遜公園球場遭逢0：3大敗，令「拖肥糖」相隔22年後再次以淨勝3球獲

勝；亦是「紅魔」今季首度淨輸3球。因賽後大幅落後榜首車路士（車仔）11分兼打多2場，只

剩4輪未踢的「紅魔」爭標機會近乎幻滅，更要為直入歐聯正賽的季軍席位而努力。

■派路（右）
射破拖連奴大
門。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