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足球員
退役後，碧
咸正為籌組
美職球隊奔
波，英格蘭

「型佬」人氣不減當年。
日前「萬人迷」在Insta-
gram上載了他拿起針線的
圖片，原來他正親手為女
兒縫製玩偶的裙子，網民
都紛紛大讚這位廿四孝爸
爸。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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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蘭特與韋斯布魯克各自攻得
31分與29分的帶領下，奧克拉荷馬
雷霆在昨天的NBA常規賽中以111:
92收拾了馬刺，取得7連勝。馬刺在
連續兩場比賽的第2場開啟「養生」

模式，5名首發主力有4人在場邊休息，他們
包括李奧拿德、艾迪治、鄧肯和東尼柏加。
雷霆總教練當路雲說：「這不是他們完整的
球員陣容，而我想我們持續逐漸打出默契，
實力越來越好。」
另一場焦點戰，勒邦占士貢獻27分、11個

籃板和10次助攻，率領騎士作客以107:93輕
鬆擊敗安東尼領軍的紐約人，本賽季常規賽
以4：0的大比數橫掃對手。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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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2010年世盃16強以1：4大敗給德國，到2014年世盃更是
小組墊底出局，德足卻贏得冠軍。陷五十年冠軍荒的英格蘭被

球迷指是徒有粒粒星卻大賽踢得差的「偽強隊」，然而沉睡「三
獅」近年新秀輩出，今屆歐國盃外圍賽十戰十勝及近來友賽連克法
國及德國的表現，更顯洗走污名之決心，在今夏歐國盃舉行前，隱
隱重現有力爭標的冠軍相。
「擊敗德足的機會不是天天有，我們在（去年11月友賽）戰勝法
國後保持到佳態，要從之前跌低的地方爬起身。」三獅主帥鶴臣賽
後說：「己隊創造的機會好過德國，連追三粒更有如夢幻，球員配
得上讚譽。」

馬圖斯：英足三年內可稱霸
英足落後兩球下尾段半小時內連追三粒，英國傳媒指三獅這一吼
聲震驚了德足，別忘了他們此戰還有王牌前鋒兼隊長朗尼倦勤。德
足名宿馬圖斯坦言，英格蘭不出三年必將成為全球最佳的球隊。
馬里奧高美斯原本為德足在26分鐘取得入球卻被判越位，但從慢
鏡看判決值得商榷。德足並沒受此影響，並於42分鐘由皇馬中場卻
奧斯一記角度刁鑽的勁射先拔頭籌，換邊後11分鐘馬里奧高美斯接
應基迪拉傳送頂成2：0。三獅於60分鐘乘德足解圍角球不遠，由熱
刺22歲射手哈利卡尼引球轉身擺脫奧斯爾，離門15碼射入重燃鬥心
的一球。

路維坦言己隊「抵輸」
今季打破英超最長連場入波紀錄的李斯特城前鋒占美華迪後備入
替僅兩分鐘便以一記後腳妙射扳平。陣容年輕的三獅爆發後勁，補
時1分鐘，另一位熱刺22歲防守中場新秀艾歷迪亞混戰中近門攻入
個人首個大國腳「士哥」奠勝。德足主帥路維坦言：「英格蘭值得
贏波，我們在領先兩球後機動性不夠。」基迪拉也表示：「這是不
必要的一次愚蠢失利，我們應引以為鑑。」 ■記者梁志達

英格蘭今屆歐國盃外
圍賽十戰全捷進步明

顯，反而德足7勝1和2負，防守時
有甩漏，有從世盃冠軍巔峰走下坡之
感。德足仍以上屆世盃功臣為骨幹，
此戰以卻奧斯、奧斯爾、基迪拉、湯
馬士梅拿跟因傷錯過上屆世盃的馬高
列奧斯組成中場線，但中鋒位置在高
路斯退隊後無以為繼，今仗要由落選
了德足年多至去年才獲重召的馬里奧
高美斯擔大旗，頂成2：0一球正是
這位外借到土超比錫達斯的30歲失
意前鋒近 4 年的首個國際賽「士
哥」，踢「假前鋒」的馬里奧葛斯完
場前入替後也表演機會不多。另是役
由安利簡恩、魯迪加跟曉姆斯領銜的
防線下半場也是後勁不繼。

三獅正選陣容比對手年輕兩歲
英格蘭71分鐘換畢三人前後的11
人平均年齡分別為24.36及24.72歲，
較德足正選平均的 26.36 歲年輕兩
歲。前鋒哈利卡尼、中場迪利阿里、
艾歷迪亞跟首替大國腳披甲的左閘丹
尼路斯都是熱刺後起之秀，還有右閘
尼達利基尼跟一對中堅基斯史摩寧和
加利卡希爾，今仗都沒太多低級犯
錯。而後備入替韋碧克的占美華迪加

卡尼這個前鋒組
合，兼入替翼鋒拉
爾拉拿的愛華頓中
場小將巴克里等，
都令人暫忘朗尼不
在陣的影響。
■記者梁志達

被諷是「偽強隊」的英格蘭繼4個月前擊敗法國後再克

勁旅，今次更是以後上之勢連追三粒，作客3：2勇挫世界

盃盟主德國隊，在昨凌晨於柏林上演的國際足球熱身賽贏

盡掌聲。「三獅兵團」憑藉新勢力踢出衝勁，以甦醒之勢

為擁躉帶來歐國盃爭標希望，隱隱現出冠軍相。德足卻防

線漏洞仍多，主帥路維直言今仗「抵輸」。

曼城門將祖赫特是役因傷避戰，由畢蘭特把關，
但這員史篤城門將在撲救第一個失球後發覺受傷而
無法堅持比賽，換由費沙科士打守龍門。領隊鶴臣
重申，祖赫特仍會是英格蘭的正選門將。另荷蘭中
場史奈達大腿筋受傷，將不會隨隊在周三凌晨作客
鬥英格蘭。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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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將畢蘭特
擔架抬離場

在昨天的美國邁阿密網球公開賽中，曾十四
奪大滿貫冠軍的西班牙名將拿度面對波斯尼亞
球手德祖赫，前兩盤打成1：1，到第三盤時拿

度因擔心身體承受不了熱浪，結果決定中途退
賽，這也是拿度六年來首次在比賽中途放棄。
拿度說：「第一盤結束前一切都很好，之後我
開始感覺不舒服，後面情況愈來愈差。我有點
擔心，怕暈和脫水，叫了兩次醫生後認為這樣
下去不安全。」賽會4號種子、瑞士的華連卡也
爆冷以4：6及3：6輸給世界排名50的俄羅斯球
手古斯尼索夫出局。
女單方面，捷克的8號種子基維杜娃也遺憾出

局，戰勝她的是世界排名30的俄羅斯球手馬卡露
娃。世界排名第一的細威也輕鬆晉級。 ■新華社

邁阿密網賽拿度中暑退出

傳意足覓帥吼巴治奧
意大利國足主帥干地已

宣佈今夏歐國盃後離任，
昨傳出昔日名將巴治奧進
入了意足選帥視線。

哥帥：美斯退休
巴塞必褪色

今夏離開拜仁慕尼黑的
前巴塞羅那冠軍主帥哥迪
奧拿坦言，美斯他日退
役，這支西甲足球班霸王
朝將恐難持續。美斯就表
示，不希望外界總拿他跟
C·朗拿度比較，並只想做
好自己。另阿仙奴法國前
鋒基奧特指，醜聞多多的
皇馬射手賓施馬若入選今
屆法國歐國盃大軍，恐影
響球隊士氣。

傳小豬伊雲奴域
6月行婚禮

歐洲傳媒透露，正養傷
的德國足球隊中場舒韋恩
史迪加（小豬）跟塞爾維
亞網球女將伊雲奴域已定6
月5日行婚禮，「小豬」若
傷癒料將先飛往塞爾維亞
行婚禮後再趕赴法國備戰
歐國盃。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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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度今次賽事提早講拜拜拿度今次賽事提早講拜拜。。 路透社路透社

■■傳小豬同伊雲奴域今夏結傳小豬同伊雲奴域今夏結
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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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場超遠射
南非國腳驚世金球

荷蘭足球教父告魯夫上周因肺癌離世，享年68
歲。皇馬主席佩雷斯造訪巴塞的告魯夫紀念
館，在與巴塞主席巴度美共同默哀1分鐘後，
佩雷斯說道：「跟我同年出生的告魯夫一生都
貢獻給足球事業，別人說他改變了巴塞，但我
認為他改變了整個足球歷史的發展。」從當地時
間26日起到4月2日，巴塞將告魯夫紀念館對公
眾開放，供各界人士前來吊唁。 ■綜合外電

西甲雙雄齊悼告魯夫西甲雙雄齊悼告魯夫

■■杜蘭特杜蘭特((右右))投籃投籃。。 美聯社美聯社

■■馬里奧高美斯馬里奧高美斯((左左))跟加跟加
利卡希爾爭頂利卡希爾爭頂。。 法新社法新社

■■畢蘭特由擔架抬畢蘭特由擔架抬
離場離場。。 法新社法新社

■■哈利卡尼哈利卡尼((右三右三))跟熱刺隊友艾歷迪亞跟熱刺隊友艾歷迪亞((右四右四))導演導演
了這場英格蘭的反擊好戲了這場英格蘭的反擊好戲。。 路透社路透社

■■占美華迪占美華迪((左左))後腳妙射破網後腳妙射破網，，
為英格蘭扳平為英格蘭扳平22：：22。。 路透社路透社

■■巴塞主席巴度美巴塞主席巴度美((左左))跟皇馬主跟皇馬主
席佩雷斯出席在魯營球場舉行席佩雷斯出席在魯營球場舉行
的告魯夫悼念儀式的告魯夫悼念儀式。。 路透社路透社

昨凌晨非洲國家盃外
圍賽出現了一記超過六
十碼的後場超遠距離世
界波，令人想起碧咸當
年後半場笠死門將的經
典金球。

這場南非對喀麥隆的賽事，在南非本國球會
搵食的30歲中場基加拿（Kekana）在後半場偏
右位置忽然起腳，皮球飛越大半場急勁笠入網
窩，喀軍門將回防也鞭長莫及，南非憑這驚世
遠射領先2：1，結果兩隊踢成2：2完場。
碧咸1996年代表曼聯時，在跟前述差不多的

位置以一記半場笠射收死當時的溫布頓門將蘇
利雲，成為英超其中一個經典金球。基加拿今

次遠射的睇片網址：www.youtube.
com/watch?v=Sv0xlQjN5RM

■記者梁志達

■■基加拿在後半場右路紅圈位置起腳基加拿在後半場右路紅圈位置起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基加拿基加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