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乒乓球名將江宏傑和福原愛的婚
紗照日前曝光。兩人9月時宣佈已

經登記結婚，據悉將會在明年1月1日於台北舉辦婚宴。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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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多哈13日電 阿富汗男孩穆爾塔薩在
今年初成為網絡紅人，一張他身穿膠袋製成的
美斯球衣踢球的圖片令人動容。在2022年卡塔
爾世界盃組委會安排下，穆爾塔薩13日在卡塔
爾多哈見到了他的偶像美斯。
巴塞羅那13日在多哈與沙特球隊艾阿里進行

了一場友賽，美斯一傳一射幫助球隊以5：3獲
勝。賽前，美斯在球隊下榻的酒店與穆爾塔薩
見面並合照。在比賽的出場儀式中，穆爾塔薩
作為球童與美斯牽手入場，並負責將球放到開
球點。「我很高興見到我的英雄，這一直是我

的夢想。」穆爾塔薩說。
今年初傳遍網絡的圖片顯示，穆爾塔薩身穿

用膠袋製成的阿根廷國家隊藍白相間的「球
衣」，背後還手寫了「美斯」和「10」。因為
買不起球衣，穆爾塔薩的哥哥用鄰居丟棄的膠
袋為他製成了這件「球衣」。
「我喜歡美斯，他踢得真的很好。我也喜歡

哥哥為我特製的這『球衣』。」穆爾塔薩在圖
片傳出後不久接受採訪時曾表示。此後，美斯
就給穆爾塔薩贈送了巴塞和阿根廷國足的簽名
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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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抱起「膠袋小美斯」阿富汗男孩終圓夢

本來淨勝兩球、全取3分便可趁車路士遲一天比

賽而暫時重上榜首，但士氣如虹的阿仙奴卻不爭

氣，在昨凌晨出師葛迪遜公園球場的英超足球聯賽

中以1：2不敵愛華頓。「拖肥糖」今仗兩個入球都

是透過高空攻勢利用頭槌攻門，包括完場前4分鐘艾

殊利威廉斯的絕殺球。「兵工廠」連續14場聯賽的不

敗強勢告終，領隊雲加認為己隊今仗在身體對抗方面較

輸蝕，同時運氣亦沒站在他們一方。

四天前才在主場以4：2勇挫曼城，昨凌晨
連續再戰英超聯賽，卻被主場出擊的般尼茅
夫憑藉佩尤一錘定音以1：0擊敗，16輪過
後得4勝4和8負積16分，不計今晨賽果
只比降班區高出4分。開季8場作客的聯
賽更只得1和7負，是歷來英超衛冕冠
軍最差的作客成績。「李城」領隊雲
尼亞里鼓勵麾下說：「這賽果對我
們太嚴苛了，畢竟我們創造的機會
較般茅多。只要我們保持這樣
踢，相信好成績很快便會來。」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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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加賽後失望地說：「整場比賽，我們的節
奏受到身體對抗方面的嚴重影響。當然，

輸波有些是運氣的因素。」法國「教授」認
為，對方兩個入球都是由防守球員取得，正好
印證「拖肥糖」於「身體對抗方面佔得優勢」
這論點。
應付4天內的第2場聯賽，雲加今仗正選陣容
僅在後防以比利連輪換了梅斯達菲。兵工廠開
賽20分鐘領先，阿歷斯山齊士直射罰球，皮球
「省」中愛華頓中堅艾殊利威廉斯的腿改變方
向入網。主隊失球後大舉反擊，並於44分鐘由
史密斯高文接應後防拍檔巴尼斯的左路傳中一
頂入網，追成1：1完半場。
雲加提及的運氣因素，在下半場尤為明顯，
奧斯爾和伊禾比的射門都差點入網，但最終入
球的卻是愛華頓。完場前4分鐘，巴克里開角
球，艾殊利威廉斯頭槌建功。比賽尾聲，主隊
有後衛菲臘積基爾卡領紅牌離場，阿仙奴趁人
數優勢空群出擊作最後反攻，但兩次極具威脅
的埋門都被拖肥球員在龍門白界前解圍。

朗奴高文寸爆雲加
「我們被對手把握到兩個機會頭槌入
波，第一球是我們盯人不緊，第二球
則是對方的角球攻勢，」雲加同時承

認，拖肥在防守上確
實做得很好，但對球
證卡頓保完場前判給主
隊幾個角球的決定表示
值得商榷。愛華頓主帥朗
奴高文諷刺雲加說：「我
以主帥身份連續三次於主場
戰勝雲加，不奇怪他會這麼
說。好吧，三次都是球證問題
好了，對不起阿仙奴。我們今
次是因為球證而贏的，對不
起！」 ■記者梁志達

臨完場前甩「拖」 失登榜首機會

李城戰績驚「客」主帥不灰心

世界冠軍球會盃足球賽今晚將在日本橫濱
上演另一場四強戰，由歐聯冠軍皇家馬德里
對陣中北美洲王者墨西哥的CF阿美利加（有
線 61 台及高清 201 台今晚 6：30p.m.直
播），相信皇馬應可順利躋身決賽，跟昨晚
晉級的東道主球會鹿島鹿角爭冠軍。
皇馬上次於2014年出戰世冠盃大熱奪冠。球

隊日前西甲憑後衛沙治奧拉莫斯完場前頭槌建
功絕殺拉科魯尼亞，主帥施丹創各項賽事連續
35場不敗隊史。儘管拉莫斯有傷，今晚將與沒
隨隊的翼鋒加里夫巴利齊缺陣，但有日前獲選
捧「金球獎」的C．朗拿度、莫迪歷與賓施馬
等中前場好波之人，陣中依然星光熠熠。在墨
超季尾階段現列聯賽榜第5的CF阿美利加，日
前反勝全北汽車2：1出線，球員體力無優勢。

鹿角先闖決賽 創亞洲歷史
昨晚四強戰，以日職冠軍身份從資格賽踢
起的鹿島鹿角，憑土居聖真上半場射入一球
由重播技術助判下歷史性出現的12碼，以及
遠藤康跟鈴木優磨完場前建功，以3：0擊敗
兩中門楣不入的南美自由盃代表、哥倫比亞
的國民體育會，成首支殺入世冠盃決賽的亞
洲球隊。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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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勇士「三巨頭」昨天美職籃常規賽合力攻入
74分，幫助球隊作客以113：109戰勝新奧爾良鵜
鶘。勇士今仗三巨頭中，史提芬居里拿到30分，杜
蘭特取得27分，基利湯遜貢獻17分。鵜鶘的「一
眉」安東尼戴維斯拿下全隊最高的28分，他們以
35：29的優勢進入第二節。勇士下半場反擊，第三
節中段打出15：1的攻勢後以83：75領先。此後雙
方比分交替上升，然而最後4分鐘，鵜鶘僅靠罰球得
到1分，勇士終以113：109險勝，以22勝4負高踞

西岸榜首。
克里夫蘭

騎士在艾榮
休戰下，憑
路夫拿下 29
分 13 籃板，
勒邦占士貢
獻 23 分 6 籃
板8助攻，以
103：86輕取
孟 菲 斯 灰
熊。
■新華社

三巨頭合取74分 勇士活捉鵜鶘 上月在哥倫比亞麥德林發生墜機事件中
倖存的足球員阿倫路舒曹和隨隊記者亨策
爾昨乘坐巴西空軍的飛機抵達查比高恩斯
球會所在巴西城市沙佩科，迎接他們的家
人和球迷為他們鼓掌，並高唱「冠軍回來
了」。救護車將他們送到當地醫院繼續接
受治療，兩人目前健康狀況穩定。這宗造
成71人喪生的空難僅6人生還，包括3名
查隊球員和1名記者，當中仍在哥國接受
治療的希利奧尼圖據悉一度失去空難時的
記憶，甦醒後還問到己隊是否已贏得南美
球會盃冠軍，在獲悉空難悲劇後情緒激
動，經跟醫生傾談後，最終接受了現實。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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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雲度夫斯基動筆續約拜仁
德甲衛冕冠軍拜仁慕尼黑的首席

射手羅拔利雲度夫斯基（見圖）日前
動筆續約，新合約延長兩年到2021

年屆滿。這位28歲
波蘭國腳2014年從
多蒙特轉會拜仁，
為拜仁上陣 122場
入了89球，上季以
30個入球位列德甲
神射手。

車仔主帥鼓勵球員賽後飲酒
車路士在英超足球聯賽踢出強勢，原來主帥干地都鼓勵球員在賽後飲

適量啤酒或可樂，因這可「增強水合作用」，「但只可飲一支」。另
「車仔」跟曼城早前聯賽發生球員衝突，昨分別被罰款10萬及3.5萬英
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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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體會門將奧比歷養傷三月
馬德里體育會主力門將奧比

歷（見圖）日前在西甲聯賽中
左肩受傷，需接受手術，球會

沒公佈他要休
息多久，但普
遍估計這位斯
洛文尼亞國腳
門將需養傷至
少三個月。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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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朗朗((左二左二))備戰對陣備戰對陣CFCF阿美利阿美利
加的世冠盃準決賽加的世冠盃準決賽。。 美聯社美聯社

■■鹿角的中村充鹿角的中村充
孝孝((右右))跟保卡尼跟保卡尼
加角力加角力。。美聯社美聯社

■■阿倫路舒曹阿倫路舒曹((中中))向記向記
者揮手示意者揮手示意。。 法新社法新社

■■杜蘭特杜蘭特((右右))全場攻全場攻
入入2727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艾殊利威廉斯艾殊利威廉斯((右右))為愛華為愛華
頓頂成頓頂成22：：11。。 美聯社美聯社

■■般茅中場佩尤般茅中場佩尤((右右))推過路爾斯推過路爾斯
靴南迪斯靴南迪斯。。 路透社路透社

■■雲加雲加((右右))跟朗奴高跟朗奴高
文文((左二左二))心情兩極心情兩極。。

路透社路透社

■■阿仙奴射手基奧特阿仙奴射手基奧特((左左))
十分失望十分失望。。 路透社路透社

■■美斯抱起穆爾塔薩美斯抱起穆爾塔薩，，暖男感覺盡現暖男感覺盡現。。 美聯社美聯社

■■年初一張自製美斯膠袋波衫的照片年初一張自製美斯膠袋波衫的照片((左圖左圖))，，阿富汗小阿富汗小
男孩穆爾塔薩終於見到偶像真身男孩穆爾塔薩終於見到偶像真身((右圖右圖))。。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