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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飛魚」菲比斯昨出席品牌活動時表
示，現時世界體壇負面新聞太多，他希望在今
夏舉行的里約奧運會(里奧)，可為世界體壇帶來
正能量。他說：「我們希望奧運能為世界體壇
帶來些好消息，我相信大家都喜歡一個潔淨的

體壇。」31歲的菲比斯目前正努力訓練，力求在里奧前恢復狀
態。他表示：「身體確實和以前參加北京、倫敦奧運時不大一
樣，需花費很多時間讓身體重回最佳狀態。」他現正於亞利桑那
州坦佩市隨教練進
行恢復訓練，體脂
含量已從2012年退
役後的 13% 降到
5%。今年8月在巴
西舉行的里奧將是
菲比斯參加的第 5
屆奧運。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啟剛

菲比斯盼里奧為體壇獻正能量

西甲豪門巴塞羅那昨宣佈魯營主場
改造方案，工程將於2017年展開，預
計2021年完工，預計耗資6億歐元(約
51億港元)，升級工作會利用非比賽日
進行。據悉，魯營升級後將有10.5萬
個座位，續保歐洲最大球場稱號。巴

塞官方介紹，「新魯營」將
增添穹頂，另包括看台、座
椅及大屏幕等場內設施，跟
停車場、餐飲和醫療設施等
外部環境，都會整體翻新和
改造。
巴塞官方稱，「中標」的是
來自日本的日建設計，並有兩
位西班牙建築師參與這計劃。
以開放、優雅、寧靜和永恆的

地中海風格脫穎而出。這方案以特別的
方式處理球場與環境間的影響，並向
1957年由Francesc Mitjans建造的球場
致敬。另巴西國足主帥鄧加稱，今夏屬
意召巴塞射手尼馬踢奧運而非美洲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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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頂級聯賽冠軍，曼聯和利記各贏20次及18
次，但紅軍五度歐冠盃/歐聯奪冠則多紅魔兩次。

今次首場歐洲雙「紅」會，利記以英超連勝第3場來忘
記早前英聯賽盃決賽飲恨之痛，但
曼聯以0：1新敗給西布朗4連勝告
終，近5仗作客得1勝1和3負。

雲高爾寸記者 樂於踢歐霸
曼聯於歐聯小組出局要降格踢歐

霸，領隊雲高爾昨被問到是否雙
「紅」會的份量已不及從前時反寸
記者，「你是活於過去……應該活

在當下。」他堅稱「樂於」踢歐霸，因為「能夠有多支
英超球隊參與歐洲不同賽事」是好事來。
紅魔前鋒朗尼、翼鋒艾舒利楊格和勞基梳爾仍避戰，

利記則傷兵較少，得中場盧卡斯是主
將。然而紅魔在雲高爾領軍下近兩季
英超四鬥利記全勝，1月時聯賽就曾
於晏菲路贏1：0，或幫到球員信心。
同日德甲強勢列次席的多蒙特主場

撲擊在英超連續兩輪不勝的熱刺
（now670 台 周 五 2： 00a.m. 直
播），「蜂軍」可望搶佔先機。

■記者梁志達

兩支英超宿敵利物浦和曼聯歷史性在歐洲賽場合演雙「紅」會，明晨歐霸盃16強首回合

「紅軍」利物浦先主場迎戰，「紅魔」作客表現得人驚，然而領隊雲高爾近年對付「利記」有

方，此戰或可保不敗回奧脫福踢次回合。（now670台周五4：05a.m.直播）

昨晚有報道指已
有一子的C．朗拿
度將再為人父，這
次同是以代孕方式
得子。首回合已領
先2：0的皇家馬德
里昨凌晨歐洲聯賽
冠軍盃16強次回合
返西班牙主場再贏
2：0，總比數以4：0淘汰意甲勁旅羅
馬入8強。C朗在64分鐘接應華斯基
斯傳中近門射入，今季歐聯以13個
「士哥」領跑射手榜，並成為歐冠盃/
歐聯史上首位入滿90球之人。這位連
續6個球季球會入球破40關的葡萄牙
球王4分鐘後中路闖關分波給左路的
占士洛迪古斯(J洛)射入，是C朗歷來

歐聯第27次助攻，冠絕現役球員。
惟皇馬今季掉出西甲爭標行列，C

朗此戰仍遭部分球迷喝倒彩，而羅馬
「王子」托迪完場前入替則獲掌聲，
這料成其歐聯謝幕戰。同日舒賀爾尼
建功助德甲禾夫斯堡主場小勝1：0，
兩回合計以4：2淘汰比利時真特入8
強。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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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湖人 107:98 魔術

拓荒者 116:109 巫師

爵士 84:91 鷹隊

金塊 110:94 紐約人

木狼 91:116 馬刺

速龍 104:99 網隊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速龍 對 鷹隊

馬刺 對 公牛

金塊 對 太陽

●湖人 對 騎士

○now678台8:30a.m.直播

●now635台11:30a.m.直播

湖人昨日雖有球星高比拜仁在場
邊當觀眾，但在奇勒臣、迪安捷奴
羅素及蘭度聯手74分帶領下，以
107:98擊敗魔術收下罕見兩連勝。
比賽關鍵在下半場，第3節湖人

狂入39分將之前落後的局面翻轉過
來，決勝節剩下不到2分鐘時的差
距仍有15分之多，最後確保勝局，
這是湖人本季第3次2連勝。迪安捷
奴羅素今仗攻下全場最高27分，奇
勒臣有24分進賬，蘭度攻下平生涯新高23分外加11個籃板。蘭度賽
後表示：「這很重要，我們得展現出成長後的實力，不會只對(勇士)
一場勝利感到滿足，而我們能在隔場比賽再次打出好球並逆轉獲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高比缺陣 湖人小將降「魔」

■■多蒙特尖刀奧巴美揚多蒙特尖刀奧巴美揚((左左))和馬高列和馬高列
奧斯在主場磨刀霍霍奧斯在主場磨刀霍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俄羅斯網球美女舒拉寶娃(舒娃)日前自爆因健康問題誤服禁藥米
曲肼，這位曾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網球女將一夕間遭網壇唾棄，
不過多年來的競爭對手美國名將莎蓮娜威廉絲(細威)昨日站出來聲
援好友舒娃，讚她坦承用藥「展現非常大的勇氣」。細威說：
「我和許多人一樣，為她在這件事上的誠實感到高興，她展現出
相當大的勇氣去承認錯誤，那只是她去年的一時疏忽。」

經濟損失可達11億港元
不過，1999年到2007年擔任世界反禁藥組織主席的龐德昨指，

每次世界反禁藥組織在新年度調整禁藥清單時都會在前一年的9月
30日通知球員，「換句話說舒娃有10、11和12月停止服用禁藥，
更何況她有醫藥團隊，竟還被查出服禁藥，這是令人無法想像的
魯莽行為。」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則表示，舒娃服禁藥不應
被投射到整個俄羅斯體壇。
舒娃服用禁藥不僅影響到職業生涯，更與經濟收入掛鈎，按英

國《每日郵報》的說法，她在商業收入上可能損失1億英鎊(約11
億港元)，屬體壇之最。

傳四名俄國選手服米曲肼
除舒娃外，昨日傳出又有四位米曲肼使用者被捉到，4人同樣來
自俄羅斯，包括奧運短道競速滑冰金牌得主Semion Elistratov。俄
羅斯體育部長穆特科回應說，「我的職位並不能做任何公開發
言，但我相信未來恐怕會有更多案子『雪崩式』爆出。」
舒娃誤服的米曲肼，原是蘇聯時代部隊使用作戰藥品，主要是幫

助軍隊有更好體力應付戰事，通常軍醫處方都以4至6周為單位，
之後再評估身體狀況是否延長用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細威讚舒娃
勇於認錯

阿仙奴昨凌晨在英足總盃16強重賽作客以4：0大勝英冠侯城殺
入8強，對手會是屈福特，衛冕之路又近一步。不過「廠」迷對球
隊球季整體成績仍感不滿，在今仗賽事中更有人高舉橫額勸領隊
雲加走人。
今仗基奧特在上半場41分鐘打破僵局，他換邊後27分鐘再度建
功，禾確特到末段梅開二度助阿仙奴淨勝4球。不過阿仙奴球迷在
比賽期間展示的橫額寫着「雲加，多謝你帶給我們的回憶，但是
時候說再見了。」對此雲加賽後表示自己不會為此感到失望，他
說︰「我做了我應做的工作，看看球會歷史，你便會知我沒什麼
好怕。」
「兵工廠」今仗還有後衛梅迪薩卡、基比爾包列斯達與中場艾

朗藍斯受傷，雲加指以藍斯的情況較不樂觀。另2005至2011年効
力過阿仙奴的科特迪瓦右閘伊保爾昨以自由身回英超投新特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盃賽出線卻折三「兵」

英超作客票價封頂30英鎊
近來屢鬧作客球迷挨貴票價之風波，英超

昨晚宣佈各隊未來3季會為客場票價封頂為不
超過30英鎊（約330港元）。 ■記者梁志達

謝拉特堂叔涉運毒遭通緝
在美職搵食的英格蘭足球明星謝拉特，其堂叔羅拔遭到英國
警方通緝。英警指，羅拔涉嫌常到荷蘭鹿特丹跟大毒犯見面並
將可卡因帶回英國境內。 ■記者梁志達

白禮達案 法足總部被搜查
法國《隊報》昨報道，法國檢方當地時間8日對法國足總總

部進行了搜查，查找歐足協主席柏天尼和前國際足協主席白禮
達的涉案證據，瑞士司法部長也出現在搜查現場。兩巨頭3個
月前被國際足協判禁足8年，理由是白禮達曾向柏天尼支付200
萬瑞士法郎的不當報酬。

■記者梁啟剛

雲達沙出山踢一場救母會
現年45歲的前英超曼聯荷蘭傳
奇門神雲達沙2011年退役後一直
從事與足球相關的工作，昨有稱
他本周會復出為鬧門將荒的荷蘭
老東家諾德韋克重披戰袍踢1場。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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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迷廠迷喊下台喊下台 雲加雲加不怕不怕
美國女子

沙排名將凱
西昨日在巴
西里約熱內
盧參加世界
沙排巡迴賽
期間遭遇搶
劫，頸鏈被
搶走，頸部
有 明 顯 劃
傷。本次比賽場地在里約著名的科帕卡帕
納海灘，這裡也是里約奧運會的賽場。其
實，在巴西搶劫案屢見不鮮，今夏奧運將
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看來到時赴當地參賽
的運動員，千萬要小心文雀出現。

■網上圖片

■■菲比斯努力訓練中菲比斯努力訓練中。。 新華社新華社■■雲達沙雲達沙

■■新魯營主場的設計圖新魯營主場的設計圖。。

■■奇勒臣奇勒臣((右右))與隊友與隊友
慶祝贏波慶祝贏波。。 美聯社美聯社

小心文雀小心文雀

■■CC朗朗((左左))跟跟JJ洛洛((中中))今仗各入今仗各入
羅馬一粒羅馬一粒。。 路透社路透社

■■阿迷拉起阿迷拉起「「感謝給我們的回憶感謝給我們的回憶，，但是時候再但是時候再
見了見了」」的橫額的橫額，，勸雲加落台勸雲加落台。。 路透社路透社

■■細威細威((右右))撐好友舒娃撐好友舒娃。。 美聯社美聯社

■■利記翼衛尼達利基尼利記翼衛尼達利基尼((右右))
要壓縮曼聯新星馬迪爾的進要壓縮曼聯新星馬迪爾的進
攻空間攻空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法明奴法明奴((左左))連續兩仗為利物浦破網連續兩仗為利物浦破網，，曼聯後衛基斯史曼聯後衛基斯史
摩寧在防守時相信不會輕鬆摩寧在防守時相信不會輕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