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仙奴中阿仙奴中
場阿歷斯山場阿歷斯山
齊士重回魯齊士重回魯
營球場能否營球場能否
取得取得「「士哥士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塞
誓退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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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有人因跌錢而遭罰款嗎？德甲禾夫
斯堡（狼堡）球星麥斯古斯就是這麼當黑。今年27歲的中場古
斯，除了是德國國腳，還是出色的啤牌玩家和賭徒。事源於
去年10月18日他曾將一個裝有7.5萬歐元（約63萬港元）的
皮包遺失在的士的後座上，這筆錢至今仍未找回。「狼堡」
體育總監阿羅夫斯另有所指地說：「我們球會對球員在公開
場所的行為有規定，不允許參加賭博活動……」會方日前決
定，對古斯處以2.5萬歐元的罰款。 ■新華社

狼堡德國腳古斯
跌錢竟遭罰款？

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黃蜂 96:107 小牛

熱火 124:119 金塊

速龍 107:109 公牛

雷霆 128:94 拓荒者

火箭 130:81 灰熊

巫師 124:81 活塞

太陽 107:104 木狼

勇士 125:107 鵜鶘

爵士 94:85 騎士

NBA常規賽周三賽程
(本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對 客隊

騎士 對 小牛
●塞爾特人 對 雷霆

黃蜂 對 魔術

巫師 對 公牛

活塞 對 鷹隊

灰熊 對 木狼

火箭 對 快艇

帝王 對 鵜鶘
◎勇士 對 紐約人

●now678台7:00a.m.直播
◎now678、635台10:30a.m.直播

慶祝28歲生日的史提芬居里在小女兒
萊利和球迷送上的生日歌中拿下27分，
協助金州勇士於美國時間 14 日晚的
NBA常規賽以125:107擊敗鵜鶘，創下
常規賽主場49連勝的隊史紀錄，亦是勇
士本球季第60勝。居里在第三節進入狀
態，靈活的遠射和突破交錯使用讓對手
難以防範。「咖哩仔」賽後說：「我盼
能保持不斷進步的狀態，那是我的使
命，我也從不會自滿，總希望找到不同
方法提升自我。」
缺少得分主力夏禾特的猶他爵士則憑
路尼賀特全場16射9中，當中包括4個
三分波，6個罰球也全中，結果主場以
94:85氣走勒邦占士率領的騎士。占士全
場拿下23分，但隊友不爭氣，騎士全場
投射命中率得39.8%，而爵士於第三節
則在賀特帶領下打出一波攻勢，加上堅
固防守建立起13分領先優勢。爵士還有
機會爭西岸最後一個季後賽名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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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足總
盃4強昨凌晨
抽籤，剛淘汰
衛冕冠軍阿仙
奴的屈福特遇
上 21 年來首
闖4強的水晶
宮，而擊敗車
路士的「拖肥」愛華頓，對手則會是「紅魔」曼聯於8強重
賽作客對「槌仔幫」韋斯咸的勝方。兩場4強賽事分別在4月
23日與24日於溫布萊球場舉行。
曼聯同日宣佈與海灣石油國際有限公司結成全球戰略夥伴

關係，雙方簽約3年，合作最重要目的是進一步開拓包括中
國在內的亞洲市場。前述在曼聯訓練基地召開的發佈會，朗
尼和艾舒利楊格等4位傷員代表「魔兵」出席。至於朗尼有
否機會傷癒鬥母會「拖肥」，他表示只望爭取在下月康復。

■新華社、綜合外電

英足盃4強抽籤
拖肥等「槌」「魔」

昨凌晨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第30輪，岡崎
慎司以一記漂亮倒掛「士哥」助李斯特城主
場力克紐卡素1：0，續以領先第2名熱刺5分
的優勢領跑，在英超還剩8輪下本球季的最大
黑馬距實現冠軍神話又近一步。
日本前鋒岡崎慎司教科書般的倒掛妙射發

生在25分鐘，馬克艾拜頓禁區邊左路傳中，
占美華迪頭槌二傳（註：慢鏡證明華迪接應
傳球時沒越位），岡崎倒掛破網攻入奠勝
球，這也是岡崎本球季第6個入球。

回英超首戰落敗 賓帥樂觀以對
「李城」主帥雲尼亞里賽後說：「這不是
我們最好的表現，但我們展示了強大的精神
力量……一步一步地前進是我們的哲學。」
紐卡素4連敗仍列倒數第二位，重回英超的首
戰未能獲勝，領隊賓尼迪斯保持樂觀，說：
「你可看到球員的投入和激情，他們都很積
極，相信自己能贏。」 ■新華社、綜合外電

岡崎倒掛拆「紐」
李城距神話又近一步

■今夏歐洲國家盃之後，干
地便會卸下意大利國足的兵
符。 資料圖片

今夏辭掌意足
干地等教「車」

意大利足總昨晚宣佈，在踢畢今夏歐洲國家盃後，主帥干地便會
離職，令這位祖雲達斯昔日名將今夏入主車路士的傳言快將成為現
實。
「當前我們最重要的焦點只有歐國盃，我們會盡全力貢獻，力求

發揮出最強的潛能，」干地透過社交網站說：「那些認識我的人自
會知我會傾盡一切。」干地球員時代隨祖雲達斯贏得多項錦標，包
括五奪意甲冠軍及1996年的歐聯大耳盃。今年46歲的干地2011年
重回「祖記」掌帥，連奪三屆意甲冠軍。2014年世界盃後接手重建
意大利國足，雖然順利領軍取得2016年歐國盃決賽周資格，但任內
召入南美裔外援入意足，在意足壇引起了一些爭議。
車路士3個月前炒了摩連奴，看守領隊希丁克今夏亦告退，盛傳干
地將入主史丹福橋助「車仔」重拾霸氣。 ■記者梁志達

■保羅普
巴 (右)與
湯馬士梅
拿 (左)分
別是祖記
和拜仁策
動攻勢的
主力。
資料圖片

祖雲達斯在意甲連續多場不敗
已重上聯賽王位一段時間，傳奇
門神保方亦創造意甲連續不失球
紀錄在望，但隊中傷兵不少，除
前鋒文迪蘇傑，中場馬治斯奧和
歐聯上回合反撲助「祖記」追和
拜仁慕尼黑2：2的入球重心保羅
戴巴拿，都成十字軍，日前休息
了半場的天才中場保羅普巴料要
「孭重飛」。
祖記明晨歐聯16強次回合殘陣作
客慕尼黑（有線62及64台和高清

202及203台周四3:45a.m.直播），
防線也不整的拜仁則在連續兩場聯賽
失分後日前大炒雲達不來梅5：0止
頹勢，前鋒湯馬士梅拿與中場堤亞高
艾簡達拿齊起孖，後備入替的首席射
手羅拔利雲度夫斯基也建一功。拜仁
3年前歐聯兩挫祖記2：0出線，是役
佔主場之利下或能再次擊敗祖記殺入
8強。拜仁隊長拿姆說：「我們不會
改變踢法，我們是愛進攻的球隊，但
要絕對封殺祖記是很難的。」

■記者梁志達

對手傷主將
拜仁伺機吞「祖」

■ 麥 斯 古 斯 「 禍
不單行」。資料圖片

梅利印第安網球賽
爆冷出局
美國印第安韋

爾斯網球賽男單
第三輪，2號種子、去年賽會4強
的英國名將梅利以4:6、6:4、5:7(3)
爆冷不敵25歲阿根廷選手迪保尼
斯，無緣16強。梅利在決勝盤前5
局領先4:1，但對手之後大反撲一
度追到5:5，要鬥到決勝局，迪保尼斯在2:3落後時連下5分後
上爆冷獲勝晉級。「我奮戰取得過領先位置，」梅利說：
「這是場艱苦的敗仗。」至於中國選手張帥則在女單不敵前
世界一姐阿薩蘭卡，無緣16強。

卡蘭卡「曠工」後續掌米堡
英冠第二位的米杜士堡，領隊卡蘭卡上周聯賽輸波後訓斥

球員，嬲得拂袖而去，到周日英冠對查爾頓都沒現身。外界
以為卡蘭卡會辭職，米堡昨宣佈這位前皇馬西班牙名將會續
掌球隊帥印。 ■記者梁志達

■■艾舒利楊格(左一)和朗尼(左三)等「魔兵」
代表出席新贊助發佈會。 新華社

■■梅利輸波很激梅利輸波很激
氣氣。。 法新社法新社

■■岡崎慎司岡崎慎司((右右))倒掛射入靚波倒掛射入靚波。。 法新社法新社

■■兵工廠很大機會出
局，雲加但求不要輸得
太難看。 資料圖片

歷來歐洲足球賽首回合主場輸
0：2，次回合反勝成功率得

3%。踏入2016年，阿仙奴在英超
榜首滑落至第3位，日前足總盃8強
主場更爆冷以1：2輸給屈福特，面
臨「四大皆空」。
阿仙奴時有次回合「昂首出
局」，2012 年歐聯 16強先輸
0：4次回合追回3：0下被AC
米蘭淘汰；2013年主場不敵拜仁
慕尼黑1：3次回合贏2：0，僅輸
作客入球飲恨。不過，阿仙奴2010
及11年歐聯兩訪巴塞都以兩個球差
或以上落敗，實力分野明顯。

阿歷斯山齊士重回魯營
各項賽事8連捷西甲稱王在望的巴

塞，後衛碧基是役停賽，然而前鋒蘇

亞雷斯與尼馬近來已
輪流休息，跟美斯這
條入了103球的「MSN」恐怖鋒綫組
合可蓄銳迎敵。阿仙奴卻有門將施治，
艾朗藍斯、辛迪卡索拉和韋舒亞等中
場主力倦勤，2014年離開巴塞的智利
翼鋒阿歷斯山齊士今季又狀態一般，
兵工廠恐反撲乏力。
巴塞預計陣容：門將/達史特
根；後衛/丹尼爾、馬斯真蘭奴、馬
菲奧、佐迪艾巴；中場/拿傑迪錫、
布斯基斯、恩尼斯達；前鋒/美斯、
蘇亞雷斯、尼馬。
阿仙奴預計陣容：門將/奧斯賓

拿；後衛/比利連、梅迪薩卡、包列
斯達、蒙利爾；中場/韋碧克、艾利
尼、奧斯爾、高基連、阿歷斯山齊
士；前鋒/基奧特。 ■記者梁志達

阿仙奴於足總盃爆冷輸波出

局，在歐聯也落後0：2下作客魯

營球場，面對士氣如虹兼主力球

員休息充足的巴塞羅那，「兵工

廠」基本上跟等「拔喉」無異，

料已做好無緣8強的準備。（有

線 61 台及高清 201 台周四 3：

45a.m.直播）

雲加過去20年帶領阿
仙奴取得過不少佳績，
但近年只能經常做英超
「阿四」，今季也很可
能無冠收場，少見地
主場球迷開始展
示叫雲加下台的
標語。盛傳萌生

去意的 66 歲法國「教
授」日前足總盃出局後
表示，盼「廠迷」別離
棄球隊，「我們以前也
輸過，將來也可再輸，
我們要團結一致解決難
關，充滿信念地迎戰下
一仗（對巴塞）。」
巴塞今季則再衝擊

「五冠王」，但《馬卡
報》稱，巴塞五冠王獎
金為8000萬歐元，但球
隊獎金預算得2500萬歐
元 ， 或 要 設 法 「 撲
水」。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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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美斯美斯((左左))跟蘇亞雷斯跟蘇亞雷斯((右右))

都狀態當銳都狀態當銳，，協助巴塞展現協助巴塞展現
破竹之勢破竹之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史提芬居里史提芬居里((中中))上上
籃得分籃得分。。 美聯社美聯社

■■賓尼迪斯賓尼迪斯((右右))跟雲尼亞里跟雲尼亞里
((左左))「「密密斟密密斟」。」。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