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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朗領銜的葡萄牙昨日在本土小城萊利亞以0:1爆冷負於熱身
賽對手保加利亞，客隊歸化球員馬些連奴在上半場攻入全場唯
一入球，葡萄牙隊長C朗踢滿全場，但在下半場射失12碼。葡
萄牙擁有全場68%的控球率優勢，30次射門為保加利亞(4次)的
7.5倍，但11次射正全部被保加利亞門將救援成功，而保加利亞
整場僅有2次射正就成功贏波。

羅馬尼亞守候西班牙
至於明晨進行另一場熱身賽，羅馬尼亞主場對西班牙。(TVB

網絡電視302台周一2:45a.m.直播)羅馬尼亞在上仗熱身賽以1:
0小勝立陶宛，西班牙則於熱身賽客場1:1戰平意大利，上半場
居然0次射門，整場比賽「鬥牛士」也只有3次射門，2次射
正，攻入一球也有越位嫌疑。羅馬尼亞是典型的防守型球隊，
10場歐國盃外圍賽只失兩球，是外圍賽階段四支保持不敗的球
隊之一，狀態一般的西班牙很難在客場大勝對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可可容納容納44..66萬餘人的比賽場地伯南布哥競技場在萬餘人的比賽場地伯南布哥競技場在
世界盃後時隔一年多重新迎來國家隊賽事世界盃後時隔一年多重新迎來國家隊賽事，，

該場比賽門票早已售罄該場比賽門票早已售罄，，但比賽現場並未滿座但比賽現場並未滿座。。
因為伯南布哥州是巴西寨卡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因為伯南布哥州是巴西寨卡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
之一之一，，巴西足協本場賽前特意在場外向球迷免費巴西足協本場賽前特意在場外向球迷免費
發放了發放了1010萬個驅蚊袋萬個驅蚊袋。。
比賽開始後巴西迅速進入狀態比賽開始後巴西迅速進入狀態，，尼馬在中路的尼馬在中路的
多次盤帶和串聯使得兩個邊路的韋利安和杜格拉多次盤帶和串聯使得兩個邊路的韋利安和杜格拉
斯哥斯達頻頻製造殺機斯哥斯達頻頻製造殺機。。兩分鐘兩分鐘，，韋利安在右路韋利安在右路
靈巧擺脫後傳中準確找到了後點的杜格拉斯哥斯靈巧擺脫後傳中準確找到了後點的杜格拉斯哥斯
達達，，後者門前墊射破門後者門前墊射破門，，為巴西取得夢幻開局為巴西取得夢幻開局。。
前前3030分鐘巴西佔據明顯優勢分鐘巴西佔據明顯優勢，，杜格拉斯哥斯達杜格拉斯哥斯達
在左路多次強突製造威脅在左路多次強突製造威脅。。在尼馬浪費了一次禁在尼馬浪費了一次禁
區內絕好的單刀射門後區內絕好的單刀射門後，，第第2626分鐘分鐘，，本賽季効力本賽季効力
中超北京國安的連拿度奧古士圖接尼馬中路妙中超北京國安的連拿度奧古士圖接尼馬中路妙
傳傳，，巧妙扣過門將後攻門得手巧妙扣過門將後攻門得手，，巴西巴西22::00領先領先。。第第
3131分鐘分鐘，，烏拉圭毫無徵兆地射進一球烏拉圭毫無徵兆地射進一球。。本場墮後本場墮後
中場的前鋒卡雲尼禁區內接隊友頭槌回傳中場的前鋒卡雲尼禁區內接隊友頭槌回傳，，一腳一腳
勁射扳回一城勁射扳回一城。。上半場巴西以上半場巴西以22::11領先領先。。
下半場開始近下半場開始近33分鐘分鐘，，烏拉圭同樣用閃電戰扳平烏拉圭同樣用閃電戰扳平

比分比分。。蘇亞雷斯接隊友直傳直接起腳破門蘇亞雷斯接隊友直傳直接起腳破門，，22::22。。
隨着終場前尼馬的一次直接任意球擦球網飛出隨着終場前尼馬的一次直接任意球擦球網飛出，，
巴西無奈接受一場和局巴西無奈接受一場和局。。終場哨響終場哨響，，現場巴西現場巴西

球迷噓聲四起球迷噓聲四起，，為數不多的烏拉圭球迷則歡呼雀為數不多的烏拉圭球迷則歡呼雀
躍躍。。

重返國家隊感特別興奮重返國家隊感特別興奮
「「我興奮能夠回到烏拉圭國家隊我興奮能夠回到烏拉圭國家隊，，這種感覺總這種感覺總
是很特殊是很特殊，，無論什麼時候我都願為我的國家隊獻無論什麼時候我都願為我的國家隊獻
出所有出所有。」。」的確的確，，蘇亞雷斯等待這一刻太久了蘇亞雷斯等待這一刻太久了，，
在在20142014年巴西世界盃被停賽後年巴西世界盃被停賽後，，他時隔他時隔640640天重天重
返國家隊返國家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西下仗世界盃南美區外巴西下仗世界盃南美區外

圍賽將客場挑戰巴拉圭圍賽將客場挑戰巴拉圭，，本場比賽吃到黃牌的隊本場比賽吃到黃牌的隊
長尼馬和後衛大衛雷斯因停賽將無法出戰長尼馬和後衛大衛雷斯因停賽將無法出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梁啟剛

費達拿腸胃不適推遲復出
原本計劃昨日參加

邁阿密網球公開賽的
瑞士網球名將費達拿
在比賽開始前不久宣
佈退賽，原因是腸胃
不適，他的復出計劃
也因此被推遲。據
悉，費達拿是在幾天
前發病的，他一直在積極治療，但康復過程比想像的要
慢。費達拿在今年2月3日接受了左膝手術，修復了膝蓋中
的軟骨組織，在那之後一直處於養傷狀態。

阿仙奴股東：留住雲加
英超阿仙奴第二大股東烏斯曼諾夫昨日接受訪問時認

為，領隊雲加是球隊最重要的資產，阿仙奴仍需要他。烏
斯曼諾夫表示：「阿仙奴讓雲加的傳說得以流傳下去，阿
仙奴需要雲加。」近日有不少阿仙奴球迷對雲加表示不
滿，希望他離隊。

比利自傳電影5月上映
一部講述巴西足球球王比利的自傳電影，將於5月6日在

美國上映，該電影名為《比利：一個傳奇的誕生（Pele:
Birth of a Legend）》。電影由比利小時候的故事說起，記
錄他如何由一名小孩，逐步變成贏過3次世盃、職業生涯
攻入超過1000球、家傳戶曉的球王。 ■記者梁啟剛

昨晨，荷蘭與法國在阿姆斯特丹球
場進行友誼賽。上半場，法國由基沙
文和基奧特各入一球。下半場，後備
入替迪比助攻盧基迪莊追回1:2，隨後

皮耶射門中柱。完場前，迪比助攻阿
費利扳平2:2，但同樣後備出場的馬迪
爾隨即助攻馬杜迪絕殺，最終法國3:2
擊敗東道主。比賽進行到14分鐘，全

場起立為球員生涯總是穿14號球衣的
的告魯夫鼓掌1分鐘。一代球王告魯
夫早前抗癌失敗，與世長辭，享年68
歲。
荷蘭球迷在14分鐘對告魯夫的起立

鼓掌，亦感動了法國神鋒基沙文︰
「那是個動人的致敬，讓人十分感
動。入球後立即出現（鼓掌），最初
不知所為何事，後來很快知道是那分
鐘，我當然要拍手。」另外，荷法友
賽除了會向告魯夫致敬外，賽前亦用
1分鐘，向早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恐
襲中的死者默哀。

阿積士主場擬以告魯夫命名
除此之外，荷蘭足總亦宣佈了另一

項悼念告魯夫活動，那就是將告魯夫
的兒時効力球會阿積士的主場館「阿

姆斯特丹球場」，改名為「告魯夫球
場」。荷蘭足總會長雲柏格表示：
「實在急不及待將阿積士主場命名為
告魯夫球場的時刻，相信這是我們可
以給予他的最好悼念方法。」此外，
荷蘭隊長史奈達因大腿傷將不會出戰
英格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湖人 105:116 金塊

勇士 128:120 小牛

帝王 116:94 太陽

馬刺 110:104 灰熊

火箭 112:109 速龍

鷹隊 101:90 公鹿

熱火 108:97 魔術

巫師 129:132 木狼

活塞 112:105 黃蜂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本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對 客隊

快艇 對 金塊

溜馬 對 火箭

帝王 對 小牛
●勇士 對 76人
◎湖人 對 巫師

●now635台8:00a.m.直播
◎now678台9:30a.m.直播

註：直播時間以電視台為準

昨日舉行的NBA常規賽中，「浪花兄弟」
史堤芬居里與基利湯遜聯手貢獻73分，幫助
勇士主場以128：120擊退小牛。全場比賽，
勇士三分球45投21中，打破了NBA歷史單
賽季投中三分球最多的紀錄。終場前9分51
秒，勇士投中當場比賽的第17個三分球，也
是他們本賽季的第934個三分球，刷新了火
箭上季創下的這項紀錄。至於，夏頓憑藉三
雙的全面表現率領火箭以112:109勝速龍。

馬刺主場37連勝平紀錄
另外，在大將李奧拿德因傷缺陣的情況
下，馬刺以110:104戰勝灰熊，自本賽季開
始以來贏得了主場37連勝，追平了芝加哥公
牛在1995－1996賽季創造的NBA歷史最佳
主場開局紀錄。 ■新華社

昨日舉行的非洲國家盃外圍賽(非國外)G組
賽事尼日利亞主場對埃及的賽事，能容納
16,000人的球場最終引來了4萬名球迷入
場，部分球迷更攀上照明燈塔上觀戰，場面
實在瘋狂，最終雙方以1:1握手言和。賽事
中，尼日利亞的奧漢尼卡路為球隊先開紀
錄，賽至末段，効力意甲羅馬的沙拿為埃及
扳成平手。埃及和波後，在非國外G組續排
榜首，領先尼日利亞2分。非國外13個小組

的首名球隊可直接躋身決賽周，另
外12個擁有四支球隊
的小組將決出兩隊最
佳次名晉級，非國盃
決賽周將於明年1月
在加蓬舉行。

■記者梁啟剛

昨晨舉行的2018年世界盃南美區外圍賽第五

輪大戰中，鋒線無力的巴西主場被烏拉圭2:2逼

和，繼續位列積分榜第三。烏拉圭積10分繼續

排名第二位，落後榜首厄瓜多爾3分。今仗中，

停賽9場、替烏拉圭重披戰甲的蘇亞雷斯，射入

扳平一球。對於烏拉圭來說，他們的國王「蘇

神」終於歸位。

荷蘭以2:3送別告魯夫

C朗射失12碼
葡萄牙爆冷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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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亞雷斯
替去世恩人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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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亞雷斯今仗復出即入波，他入
波慶祝時高舉印有已去世的「恩
人」理療師禾達費拉拿的T恤，以
示將入波獻給後者，場面感人。禾

達費拉拿2年前曾經為幫蘇亞雷斯療傷趕踢世界
盃，連自己的癌症手術都延遲；回想起這段往
事，蘇亞雷斯表示：「除了我的家人外，禾達費
拉拿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此外，有烏拉
圭記者透露，蘇亞雷斯已承諾會照顧禾達費拉拿
家人，蘇亞雷斯的老婆蘇菲亞早前已給一筆錢予
禾達費拉拿的遺孀，作為養育仔女經費。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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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我是誰？
猜猜我是誰？究竟這位被足球擋着臉的巴

西「十號仔」是誰？看來大家都應該估到了，
就是尼馬。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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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網球手費達拿瑞士網球手費達拿。。 美聯社美聯社

■■馬杜迪(中)門前建功。 法新社

■■蘇亞雷斯高舉「恩人」T恤。 法新社

■■球迷塞爆球場球迷塞爆球場。。 法新社法新社■■CC朗失望坐在場上朗失望坐在場上。。 法新社法新社

■■史堤芬史堤芬
居 里居 里
（（左左））33
分 球 命分 球 命
中中。。
美聯社美聯社

■■全場起立為告魯夫鼓掌全場起立為告魯夫鼓掌。。 路透社路透社

■■蘇亞雷斯慶祝入波蘇亞雷斯慶祝入波。。 法新社法新社

■■尼馬尼馬((中中))被對手嚴防被對手嚴防。。 路透社路透社

■■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右右））破門一刻破門一刻。。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