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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洛普麾
高洛普
麾下「紅軍
紅軍」
」首嘗敗仗

■ 嘗到加盟後首敗的
高洛普((左)，慰問受傷
高洛普
的馬馬度沙高。
的馬馬度沙高
。路透社

昨晨利物浦（紅軍）主場迎戰水晶宮，後
者先由英格蘭中場恩歷克波拿斯打開紀錄，
雖然「紅軍」獲其巴西中場古天奴於換邊前
追平成 1：1，奈何臨完場前 7 分鐘水晶宮的
另一名英格蘭球員史葛丹恩以頭槌建功，令
「紅軍」在主場以 1：2 落敗，全失 3 分。這
破高洛普帶領「紅軍」7 場不敗之身，初嘗
敗績。
高洛普沒對失利感到太失望：「輸了球賽
並非一個問題，這就是足球，是會常常發生
的。但我們需要學到正確的東西，如今晚能
有所得着，那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麼輸
掉都是好的。」遺憾是法國後衛馬馬度沙高
傷及膝部，到下半場中段需要調走，已知無
法為法國隊的友賽上陣。

阿仙奴失分屈居次席
至於主場出擊的阿仙奴（兵工廠），則跟其
北倫敦死敵熱刺打成1：1平手，令阿仙奴失去
超越同分的曼城的機會。阿仙奴先被熱刺前鋒
哈利卡尼突破越位搶先入球，「兵工廠」要到
換邊後32分鐘才由基蘭基比斯勁射扳平。「廠
長」雲加未對和波大感不滿，倒是對前鋒基奧
特射不進球時怒不可遏感到欣慰。
另一方面，外媒指車路士（車仔）高層仍
願意給領隊摩連奴機會扭轉目前劣勢，但
「寸王」至少要令球隊表現出有進步空間，
否則便會找馬德里體育會的主帥施蒙尼取而
代之。所以有指「寸王」將在明年 1 月踢走
無心為車仔賣命的球員。
■記者 鄺御龍

■ 基蘭基比斯
基蘭基比斯(( 紅白衫左
紅白衫左))
為阿仙奴扳平。 路透社
為阿仙奴扳平。

巴塞派三蛋榮登榜首

於西班牙「國家打
吡」來臨之前，一直在
積分榜上較勁的巴塞羅
那（巴塞）與皇家馬德
里（皇馬）互不相讓，
這場爭鬥到昨晨終產生
微妙變化。皆因巴塞前
晚在主場以 3：0 清風送
爽的擊敗了維拉利爾，
其中巴西前鋒尼馬「起

尼馬超靚挑射
尼馬超靚挑射
主帥讚媲美
主帥讚媲
美「細哨
細哨」
」
在前晚舉行的巴塞羅那對維拉利爾一役中，
前者由尼馬及烏拉圭前鋒蘇亞雷斯包辦全

則不敵西維爾 2：3，今

部 3 個入球，令巴塞在魯營球場以 3：0 擊敗對
手，取得聯賽 4 連勝。亦因皇馬昨晨以 2：3 不
敵西維爾，本來同分的皇馬與巴塞即出現 3 分
差距，後者即憑這3分佔到西甲榜首。

季初嘗敗績，把榜首拱

榮登西甲頭號射手

手讓給死敵，令皇馬於

巴塞頭號球星美斯雖然因傷繼續缺陣，但他
偕同兒子安坐包廂為隊友打氣。上半場雙方雖
有攻門機會，但未有「士哥」，久攻不下讓巴
塞球員着急起來，故下半場初段尼馬和蘇亞雷

孖」的同時更炮製超靚
射門，反觀作客的皇馬

下周的「國家打吡」更
不容有失。

斯都因不滿球證判決而「拎黃」。到下半場 15
分鐘，尼馬先接應布斯基斯的傳球再推射打開
紀錄，9分鐘後蒙尼亞艾哈達迪於「黃色潛艇」
的禁區被拉跌，獲得 12 碼，結果阿蘇一射中
鵠。臨完場前 5 分鐘尼馬於對手禁區施展挑球
絕技，避開後衛後再作凌空抽射，梅開二度並
令比數擴大至 3：0。最終巴塞保持今季主場全
勝，而尼馬亦以11球榮登西甲頭號射手。
賽後巴塞領隊安歷基認為尼馬正踏上前巴塞
巨星朗拿甸奴（細哨）的步伐，慢慢成為該隊
的瑰寶。曾與「細哨」共事的安帥說：「我有
幸曾和朗拿甸奴一起作賽，記得在開賽前如何
觀賞他表演控球，這種事情亦發生在尼
馬身上。」安帥覺得尼馬和其前輩有不
少地方相似，尤其是今場的第二個入
球，但表明尼馬的目光不應急於跟美斯
或皇馬主將 C．朗拿度（C 朗）爭做世
界足球先生，而是盡量為巴塞贏下獎
盃。

皇馬輸波兼有傷兵
至於皇馬則被西維爾踢垮，雖然隊長
兼中堅沙治奧拉莫斯以倒掛先開紀錄，
但這令他的肩部受傷，需要被換出，這
時西維爾即全力反撲，連入 3 球反超
前。最終傷癒復出的占士洛迪古斯於補
時階段為皇馬破網，但未能扭轉落敗的
結果。賽後拉莫斯表示要先專心養傷，
因這問題若不處理好會後患無窮，而這
鐵定令他無法隨西班牙國足出戰對英格
蘭的友賽。
■記者 鄺御龍

■ 尼馬
尼馬(( 中) 挑球晃過對手
再施以凌空抽射。 法新社
再施以凌空抽射。

■包辦全部入球
的尼馬(( 右) 和蘇
的尼馬
亞雷斯相擁慶
祝。
路透社

多蒙特
多蒙
特 笑傲

羅馬獲勝 卻傷了沙拿

「魯爾區打吡」
前晚展開的德甲「魯爾區打吡」多蒙特
（蜜蜂軍團）對史浩克 04，主場出擊的前
者以 3：2 勝出，穩佔聯賽榜次席的同時錄
得各項比賽 7 連勝，以 5 分差距力追榜首
拜仁慕尼黑（拜仁）。
今場雙方入球眾多，儘管「蜂軍」於上
半場 30 分鐘已由香川真司先開紀錄，但史
浩克 04 不一會即由亨特拉爾扳平，臨完上
半場 2 分鐘馬菲亞斯真達藉角球頂破對手
大門，為「蜂軍」再度領先。換邊後 2 分
鐘，「蜂軍」首席射手奧巴美揚即把比數

改寫至 3：1，他憑這入球跟拜仁的利雲杜
夫斯基同以 14 球高踞德甲射手榜榜首。奧
巴美揚無懼「拎黃」也要拉高球衣展示其
招牌「蝙蝠俠」圖案。之後客隊儘管有亨
特拉爾「起孖」，但未能反敗為勝。
賽後多蒙特領隊杜曹認為只要防守時像
樣一點，戰情就無需如此緊張：「我們創
造了很多高質素機會，本可擴大至 4：1，
但我感到球員不想有任何出錯，這令我們
大為緊張。」
■記者 鄺御龍

■奧巴美揚射入後除衫
奧巴美揚射入後除衫，
，當
然會吃到黃牌。
然會吃到黃牌。
美聯社

尼日利亞衛冕世少盃
尼日利亞
衛冕世少盃

■ 尼日利亞第 5 次捧
走世少盃。
走世少盃
。 法新社

■皇馬中堅沙治奧
拉莫斯倒掛入波後
受傷。
受傷
。
路透社

由各個國家或地區 U17
代表競逐之世少盃，昨日
已於智利著名的海濱城市
比尼亞德爾馬落幕。尼日
利亞在決賽以 2：0 擊敗馬
里成功衛冕，至於比利時
則以 3：2 艱難戰勝墨西哥
奪得季軍。
決賽有1.5萬名球迷到現
場觀賞，尼日利亞在開賽
後 3 分鐘便獲得 12 碼，可
惜艾貝雷主罰的球被撲
出，隨後其頭槌補射又擊
中橫樑。可幸是在換邊後

10 分鐘，尼國前鋒奧西門
於禁區內近射得手，3 分
鐘後「非洲雄鷹」乘勝追
擊再入一球，繼而鎖定勝
局。此乃尼日利亞歷來第
5 次奪得世少盃冠軍，前 4
次分別是在 1985、1993、
2007及2013年。
這支出爐冠軍隊的成員
恩瓦卡里，獲選為今屆大
賽的最佳球員，至於奧西
門則憑 10 個「士哥」榮膺
最佳射手。
■新華社

意甲勁旅羅馬前晚於「首都
打吡」火拼拉素，最終前者以
2：0 勝出，沒讓捧場球迷失
望，奈何這兩季大熟大勇的
「埃及美斯」穆罕默德沙拿卻
傷及足踝，需要休戰一段時
間。賽後羅馬憑這 3 分排名第 3
位，僅次於同樣贏波的費倫天
拿及國際米蘭。
今仗羅馬先由迪斯高憑 12 碼
打開紀錄，換邊後再由謝雲奴
奠定勝局，然而今季從車路士
加盟的沙拿於下半場初段撞向對方球
員，繼而令右邊足踝受傷，其腳被對手
踏至向內彎曲，非常痛楚。賽後沙拿接
受X光檢查，雖然未有骨折，但仍需要
作進一步檢查，而羅馬主帥魯迪加西亞
則對雙方碰撞憤怒不已，認為對方應該
受到處罰。

■謝雲奴
謝雲奴((右)為羅馬射入
奠勝球。
奠勝球
。
美聯社
另外，意大利國足昨日公佈稍後友
賽比利時和羅馬尼亞的入選球員名單，
領隊干地重召了祖雲達斯中場馬治斯
奧、AC 米蘭前鋒阿利斯奧施斯以及安
德列治前鋒奧卡卡入隊，其中奧卡卡是
只有 1 頂「Cap 帽」的意國國足稀客。
■記者 鄺御龍

杜奧巴美職聯冠軍夢碎

■杜奧巴
杜奧巴((右)的美職聯冠
軍夢粉碎。
軍夢粉碎
。
憑着塞拉利昂國腳基卡馬拉梅開二
度，哥倫布機員於美職聯季後賽以兩回
合總比數 4：3 淘汰了蒙特利爾衝擊，
令後者的當家球星「魔獸」杜奧巴無緣

染指美職聯總冠軍。
今仗是哥倫布機員跟蒙特利
爾衝擊在東岸淘汰賽 4 強的次
回合賽事，結果前者晉級殺入
東岸決賽。於首回合蒙特利爾
衝擊以 2：1 獲勝，昨日主場
出擊的哥倫布機員先由基卡馬
拉破網，即使蒙特利爾衝擊及
後追回一球，但主隊再由艾芬
芬尼射入，令雙方以總比數
3：3 打和，需要加時作賽。及後基卡
馬拉再下一城，粉碎了杜奧巴欲助其球
隊成為首支捧盃的加拿大隊伍的希望。
■記者 鄺御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