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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老球王比利所有的2000件物品，6
月將在倫敦拍賣，相信會引來球迷或收藏
家的激烈競投。當中包括他的3面世界盃冠
軍獎牌以及其職業生涯射入第1000球的那
個皮球等等，估計至少可賣得100萬美元
（約780萬港元）。 ■記者梁志達

比利世盃獎牌拍賣勢掀競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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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誤用禁藥遭暫時停賽的俄羅斯網球美女巨星舒拉寶娃昨天在
社交網跟球迷剖白，希望大家支持她，給她再次拿起球拍的機
會。不過，基維杜娃與拿度兩位女網男網球星都認為，舒娃應受
罰。
雖然有可能會面臨最高為期4年的停賽處罰，但5次大滿貫冠
軍得主舒娃還是保持了樂觀的心態。有狗仔隊拍到她在海邊練
習，看來心情不錯。而她也在自己的社交網主頁表示：「新
的一天，新的開始，即使這將是不平常的一天。我決心再次
拿起球拍，希望我仍有機會繼續網球生涯。」最後，她再
次對球迷的支持和鼓勵表示感謝。

基維杜娃拿度同稱應罰
兩奪溫網冠軍的捷克女網名將基維杜娃表示，「我
們應知自己吃入身體的是什麼。舒娃犯了巨大的
錯誤，需為此負責。」西班牙「泥地王」拿

度也認為舒娃應當受罰，「我即使受
傷，也從沒服用甚麼來加速康
復。」 ■綜合外電

舒娃給球迷的信：
決心重拾球拍

今個英超足球球季餘下最多10周
的比賽，紐卡素依然淪落在聯賽積分
榜的倒數第二位掙扎，降班危機甚
大。昨晚有英國傳媒報道，「喜鵲」

會方已準備好解僱只接手執教未足一
年的麥卡倫，3個月前被皇家馬德里
炒魷的賓尼迪斯將宣告重回英超，帶
領紐卡素護級。

不過，「肥賓」
在英超執教時曾帶
領利物浦走上歐聯
冠軍頒獎台，但
之後也曾被國際
米蘭和皇馬等多
支勁旅解僱，被
嘲是「賠償金獵
人」。今次能否救
到「喜鵲」，就連
他們的球迷也半信
半疑。

■記者梁志達

「肥賓」準備打救「喜鵲」？

伊巴謙莫域以一個入
球、一次助攻的精

彩表現，為PSG今場勝
利立下汗馬功勞，這已
是法甲億萬大軍連續第
4屆歐聯躋身8強。伊巴
在16分鐘右路傳中，拉
比奧特門前近射得手。
11分鐘後，迪亞高哥斯
達擺脫「車仔」舊將大
衛雷斯射入扳平。戰至67分鐘，迪
馬利亞傳中，伊巴近門射入自己的
歐洲賽第50球。

「不會就此滿足」
上屆16強的對手正是車路士，伊

巴次回合在車仔主場領紅牌離場，
雖然PSG結果憑作客入球優惠殺入8
強，但今次終於讓他有機會來了個
真正的復仇。賽後伊巴自嘲說：
「我今次比去年能多留在場上廿分
鐘啊。」談到出線，伊巴表示：
「對手讓我們掌握了比賽節奏，此
刻我們非常開心，但依然不能滿足
於此。」

希丁克：早段退縮致敗
PSG主帥白蘭斯則表示：「我不

認為這入球能帶給他（伊巴）更多
信心，因為他已有足夠多的信心
了。」車仔看守領隊希丁克則點出
敗因道：「PSG是強於組織進攻的
球隊，不容一開局就被擊倒，但我
們踢得太退縮了，之後就失一
粒。」這位荷蘭名帥補充，己隊下
半場放開來踢，但在65分鐘錯失了
黃金機會，結果兩分鐘後空群出擊
終致再失守。
同日葡超賓菲加完場前連入兩球，

作客以2：1擊敗俄超辛尼特，憑藉3：
1的總比數晉級8強。 ■記者梁志達

連續兩個回合連輸兩個1：2，車路士在歐洲聯賽冠軍盃這

項頂級足球錦標賽連續第二屆遭巴黎聖日耳門（PSG）拒於8

強門外。跟上屆不同的是，伊巴謙莫域走出上屆在史丹福橋

領紅牌的陰影，以入球來霸氣復仇，這位瑞典神鋒賽後更揚

言未滿足於此。

車路士歐聯出局，
於英超積分榜又難望
殺返前四，下屆最多
只能寄望征戰歐霸
盃。此戰中，「藍
軍」主力前鋒迪亞高

哥斯達和夏薩特下半場都因傷先後
退下火線，暫未知傷勢如何。不
過，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藍軍」不
僅輸人，據《每日郵報》稱，藍軍
無緣歐聯將可損失4000萬英鎊（約
4.4億港元）。藍軍今季防線老化
崩圍，英超爭前四已無望，原本只
能寄望以歐聯冠軍身份參與下屆歐
聯，但如今也宣告沒可能了。
上季在車仔光芒四射的比利時中

場夏薩特今季狀態急跌，此戰更犯
了足球場上的大忌於半場時便跟迪
馬利亞提早交換球衣，引來「車
迷」一些噓聲。有球迷還在網上留
言轟「夏神」：「他是很急想轉會
巴黎嗎？為何不等完場在半場就交
換波衫？」 ■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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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陣容趨勢席捲今季NBA，一眾
明星控衛成為場上主角，効力奧克拉荷馬
雷霆的韋斯布魯克美國時間9日晚NBA就
再有驚人演出，交出25分20助攻10籃板
的恐怖數據助球隊以120:108擊敗洛杉磯
快艇，亦是自1988年「魔術手」莊遜後首
位達成25+10+20的球員。相比起來「韋
少」超過6成的命中率更是超越當時莊遜
的數據，可說是32年來的「第一人」。
作為NBA當今首屈一指的明星控衛之
一，韋斯布魯克昨於快艇身上再次展現其
全能表現，個人獨得25分兼送出20次助
攻，此外更摘下10個籃板。今場表現亦令

他與基斯保羅的明星控衛對決中獲勝，保
羅今仗有12分16助攻。韋少今季累積11
次「三雙」與金州勇士的德雷蒙格連並列
第一，職業生涯中更已累計 30次「三
雙」，擊敗西岸死敵的雷霆目前穩守西岸
第3位，領先第4位的快艇2.5場。

居里超遠三分波
另一位「天之驕子」控衛史堤芬居里同
日雖手感一般只得12分10助攻，然而完
半場前一記遠距離壓哨三分波仍然技驚四
座，最終勇士以115:94大勝猶他爵士，主
場46連勝。 ■記者郭正謙

韋少「大三元」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76人 104:118 火箭

黃蜂 122:113 鵜鶘

塞爾特人 116:96 灰熊

公鹿 114:108 熱火

小牛 96:102 活塞

太陽 97:128 紐約人

雷霆 120:108 快艇

帝王 111:120 騎士

勇士 115:94 爵士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活塞

76人 對 網隊

塞爾特人 對 火箭

公牛 對 熱火

○雷霆 對 木狼

灰熊 對 鵜鶘

爵士 對 巫師

帝王 對 魔術

●勇士 對 拓荒者

◎快艇 對 紐約人

○now678台9:00a.m.直播

●now635台11:30a.m.直播

◎now678台11:30a.m.直播

據巴西媒體9日報道，世界跆拳
道聯合會（WTF）表示，在今夏里
約奧運會（里奧）上，跆拳道運動
員將不再只是身穿白色跆拳道服，
服裝將使用代表其國家或地區的顏
色。這決定是WTF技術委員會推
動的，目的是讓觀眾更方便辨別自
己代表隊的運動員，同時也能給體
育比賽帶來更多節日氛圍。WTF
說，每個跆拳道協會都可選擇自己
的顏色。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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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足總盃有得播
英格蘭足總盃到8強
階段，香港終於有電
視直播，樂視還獲得

英足總盃2016至2019年合共3個球季的
轉播權。

奧運無望日女足勳帥下台
頂着多個世界
大賽冠亞軍銜頭
的日本女足因為
無緣今屆奧運資
格，帶領球隊贏
得2011年世界盃
冠軍的功勳主帥
佐佐木則夫，辭
去了日本女足主帥一職。

沙排試用LED球網球員反彈
在世界沙灘排球巡迴賽里約大滿貫賽9
日賽事中，國際排聯試用了鷹眼和LED

球網兩項技術，後者雖在去年7月的室內
排球賽已試行，當時球員表示沒問題，
但在沙排賽場卻引起些不滿。巴西男選
手布魯諾說：「這網就好像塑膠的柵
欄，與以前球網不一樣，球彈在上面改
變的方向也不同。」

祖記「薩」氣騰騰
祖雲達斯反彈勢頭強勁殺上了積分榜

第一位，隊中餘下後衛基亞連尼和馬田
卡沙利斯倦勤，明晨意甲足球聯賽主場
將受到3連捷升到第7位的薩斯索羅之考
驗（無綫網絡電視301台周六3：45a.m.
直播）。

朝鮮足球員亮相意賽場
朝鮮球員崔宋赫上周末代表費倫天拿

青年軍出戰了意大利青年聯賽，雖還不
是一線隊成員，但已寫下歷史，成為亮
相意國足球賽的朝鮮第一人。他2014年
隨朝鮮贏得U16亞洲盃冠軍。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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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選手的白色戰袍跆拳道選手的白色戰袍。。 路透社路透社

■■F1新賽季下周末將在澳洲開始，衛
冕冠軍英國「車王」咸美頓近日在一
條片段中展示了自己是如何駕駛F1賽
車的。睇片網址：www.youtube.com/
watch?v=qa8WGbM-GuoF1

網上圖片

■■佐佐木則夫佐佐木則夫

「車王」教路

■■比利射入第比利射入第
10001000 球的皮球的皮
球球。。 路透社路透社

■■伊巴向觀眾席的球伊巴向觀眾席的球
迷送波衫迷送波衫。。 路透社路透社

■■韋斯布魯克韋斯布魯克((左左))發威助發威助
雷霆贏波雷霆贏波。。 美聯社美聯社

■■舒娃透過社舒娃透過社
交網平台向交網平台向
球迷剖白球迷剖白。。

美聯社美聯社

■■賓尼迪斯或賓尼迪斯或
要再戰英超要再戰英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伊巴謙莫域伊巴謙莫域((右右))為為PSGPSG
射入第二球射入第二球。。 美聯社美聯社

■■夏薩特退下火線夏薩特退下火線，，
木無表情木無表情。。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