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續四場立關鍵戰功 阿記盃賽反勝英冠隊

兩周前「拆禮物日」才是基奧特本賽
季聯賽首度正選攻堅，結果憑其尾

段頭槌建功以1：0戰勝西布朗，及後贏水
晶宮2：0，基奧特「蠍子擺尾」式射入金
球助阿仙奴領先。到上仗聯賽逼和般尼茅
夫3：3，他又在完場前20分鐘內貢獻兩
助攻及一頭槌入球。昨凌晨足總盃第三圈
第89分鐘，艾朗藍斯一記長傳，基奧特頭
槌二傳，盧卡斯佩雷斯左路後腳橫傳，基
奧特小禁區邊射入反勝一球。

獲雲加讚具備領袖魅力
今仗獲雲加委以重任戴上隊長臂章的基

奧特賽後說：「我們展現了出色的心理質
素，下半場作出了適當的回應，但老實說
我們上半場應踢得更好才行。」雲加讚賞
基奧特具備領袖特質，「我有時也會輪換
隊長，他（基奧特）今季有段時間踢不上
比賽，但他一直保持努力和專注，可見他
具備領袖的魅力。」
作客面對低一級別暫列英冠第11位的普

雷斯頓，雲加收起
了前場的奧斯爾
和阿歷斯山
齊士等一
些主

將，僅以半力出擊，開賽7分便遭主隊前
鋒哥林羅賓遜偷襲得手。換邊後1分鐘，
伊禾比乘混戰傳給前場禁區邊的艾朗藍斯
射入，兵工廠扳平後重新搶回主動權。不
過，若非基奧特將機會轉化為入球，「阿
記」可能已需踢重賽。雲加認為主隊踢得
很聰明，令己隊上半場一度失去節奏，但
能從後居上也算不錯。 ■記者梁志達

基奧特又在關鍵時刻扮演雷霆救兵。這位法國前鋒在昨凌晨英格

蘭足總盃臨完場前貢獻絕殺「士哥」，協助阿仙奴作客以2：1驚險

反勝低英超一級的英冠分子普雷斯頓。基奧特在重奪正選位置後，

連續第四仗為「兵工廠」取得關鍵入球，連一度將他打入冷宮的領

隊雲加也大讚基奧特「配得起戴上隊長臂章」。

又當救兵
基 奧 特

韋碧克久休復出 鋒線齊腳
讓兵工廠球迷鼓舞的消息，還

有就是前鋒韋碧克的傷癒復出。自
去年5月對曼城的比賽後，韋碧克
一直因傷缺陣，這位英格蘭國腳今
場足總盃於完場前入替並踢了7分
鐘，是他本賽季首次披甲。目前英
超踢了20輪還剩18輪，阿記在積分
榜第5位仍落後榜首的車路士8分，禾
確特傷癒在即下，如今前線將告重
新齊腳，可有助減輕奧斯爾和阿
歷斯山齊士等今季當銳攻擊手的
體能消耗。

阿仙奴今季善踢逆境波

連同今仗，阿仙奴本賽季八次落後只有
一次是要落敗收場，一改近幾年不太善於踢
逆境波的弱點。 ■記者梁志達

南非「雙性跑手」結婚
南非奧運女子田徑800米金牌跑手塞曼亞
（Caster Semenya），昨天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
亞與伴侶拉塞柏雅（Violet Raseboya）結婚。
兩人在交換誓詞後結為連理，順道慶祝塞
曼亞26歲生日。塞曼
亞透過社交網分享婚
照，看到他穿着繡上金
色花紋的深藍色西裝，
手拿鮮花，與身穿白色
婚紗的拉塞柏雅並肩而
站。他還寫道：「我們
的完美一天！」
有指他們2015年 12

月已在南非北部的林坡
坡省舉行過傳統婚禮。

塞曼亞2009年在柏林世界錦標賽奪下田徑800
米金牌時，外界對其性別產生質疑。根據被指
是外洩的醫學報告指，塞曼亞身體並存兩性性
徵，但無子宮和卵巢，他體內男性荷爾蒙濃度

比其他女選手還
高。塞曼亞之後一
度被禁止參賽，被
要求接受醫學檢
查，到2011年世錦
賽才重返跑道。

■中央社

■塞曼亞(右)與拉
塞柏雅共諧連理。

網上圖片

韋少17次「三雙」
率雷霆破金塊
昨天美國職籃（NBA）常規賽，奧
克拉荷馬雷霆憑藉當家球星韋斯布魯克
貢獻本賽季的第17次「三雙」，主場
以121：106擊敗金塊。韋少在得到32
分的同時，另有17個籃板和11次助
攻，幫助雷霆在結束三連敗的同時也送
給對手五連敗。韋少單賽季17次「三
雙」，事實上他再多兩次三雙便可超越
「魔術手」莊遜在1981/82球季創造的
18次「三雙」紀錄，獨佔單季最多三
雙次數榜第8位。
同日，聖安東尼奧馬刺主場

以102：85戰勝黃蜂，取
得三連勝，黃蜂半場結束
時領先50：47。但在第三
節時馬刺已反先9分。
全場馬刺前鋒李安
納 貢 獻 了 19
分，艾迪治則
交出 15 分及
11籃板。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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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金球獎及國際足協兩項合併了6屆的年
度最佳足球員獎項，本賽季重新分家，C．朗
拿度上月獲得《法國足球》雜誌頒發的2016年
金球獎。7日晚西甲聯賽前，高柏、奧雲、費
高、朗拿度和現任主帥施丹五位曾當選金球獎
的皇馬前球星，齊齊出席賀C朗捧獎的儀式。

葡球王名字市值達1.02億歐元
包括歐洲金球獎及國際足協金球獎，C朗已

是共第四度當選，施丹讚這位葡萄牙「球王」
比當天出席賀他捧獎的眾名宿更威，「我們幾
個也沒人能曾四獲金球獎。」而近日，葡萄牙
市場營銷管理學會公佈的研究報告指，「C．
朗拿度」這名字的市場價值已升至1.02億歐
元，冠絕當今足壇。另較後時間於昨凌晨上演

的西甲賽事，馬德里體育會作客贏伊巴2：
0，基沙文打破連續三個月共9仗的西甲入球
荒。 ■記者梁志達

施丹讚C朗威過皇馬眾名宿

前晚英格蘭足總盃第三圈曼聯大勝雷丁
4：0晉級，隊長朗尼收穫了他在「紅魔」
的第249球，追平名宿卜比查爾頓保持了
44年的隊史入球紀錄。賽後，朗尼主動跟
雷丁後衛佐治伊雲斯握手和擁抱，並邀請
對方交換球衣，卻意外地遭對方拒絕，
「肥仔」只能面帶尷尬離場。英國《太陽
報》稱，佐治伊雲斯拒要朗尼這別具意義
的球衣，或許跟他是曼聯宿敵曼城球迷以
及曾進入曼城接受青訓有關。

紅魔八年來首嘗八連捷
今仗是2001年被曼聯時任傳奇教頭費

格遜逐離紅魔的一代荷蘭鐵衛史譚，首度
以主帥身份率領雷丁重訪奧脫福球場，最
終麾下「送給」其舊會一場大勝，紅魔主
帥摩連奴亦收穫了曼聯自2009以年來首次
各項賽事的八連捷。對於朗尼平紀錄，摩
佬喜道：「我希望朗尼再入一球（破紀

錄）……我認為朗尼成為隊史最佳射手，
是他一項不可思議的成就，而對卜比查爾
頓也是很特別的。」另方面，今屆足總盃
入座率不高，似乎失了其傳統魔力，其中
本輪侯城對史雲斯一戰僅得6600名觀眾入
場。 ■記者梁志達

■朗尼(紅衫)邀請佐治伊雲斯交換波衫卻遭拒
絕，場面尷尬。 網上圖片

■史譚(左)首次同摩連奴(右)
過招。路透社

雷丁球員拒要朗尼平紀錄戰袍
終結梅利28連勝

祖高域捧盃
昨凌晨結束的卡塔爾網球公開賽決

賽，祖高域以6：3、5：7、6：4戰勝
去年搶去自己世界第一排名的梅利，在
奪得冠軍的同時也終結了英國人的28
連勝。
祖高域今仗一上來就進入狀態，以

6：3拿下首盤。在第二盤中，塞爾維
亞人浪費了三個賽點，梅利趁機以7：
5將盤數扳為1：1。在決勝盤，祖高域
在第七局實現破發以4：3領先，並最
終以6：4拿下比賽，贏得冠軍。祖高
域賽後表示：「打了五場比賽，在決賽
中與世界第一交手並最終贏得冠軍，這
對即將參加澳網的我來說是個很大的鼓
勵。」 ■新華社

華倫奧沙辛拿西甲求生
明晨西甲足球聯賽第17輪將由倒數
第4位的華倫西亞作客榜尾的奧沙辛
拿（now632 台周二 3： 45a.m. 直
播）。兩周前有主帥柏蘭迪利請辭的
華倫在禾路干沙利斯掌兵符下上仗西班
牙盃主場以1：4輸給切爾達，今仗作客
前士氣已受多重打擊。 ■記者梁志達

亮相PSG
達斯拿即開齋
衛冕冠軍巴黎聖日耳門（PSG）昨凌
晨法國足總盃64強於主場以7：0怒炒
巴斯蒂亞晉級，今冬從德甲禾夫斯堡轉
會而來的德國新援達斯拿首度亮相便斬
獲自己新東家第一球，賽後獲主帥艾馬
利表揚指「他踢出很好的表現，對增強
他信心很有幫助。」 ■新華社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英足盃

西甲

註：Le為LeSports HK應用程式、n為now台。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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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斯拿達斯拿((右右))慶祝入波慶祝入波。。 美聯社美聯社

■(右起)施丹、朗拿度、費高、奧雲與高柏齊
賀C朗獲獎。 法新社

■■進入補時前 1 分
鐘，基奧特(左)射成
2：1瞬間。 法新社

■基奧特再助阿仙
奴奠勝。 路透社

■■艾朗藍斯艾朗藍斯((左左))協助兵工廠扳平協助兵工廠扳平。。法新社法新社

■■雲加雲加((左左))以韋碧克以韋碧克((中中))入替阿歷入替阿歷
士張伯倫士張伯倫。。 路透社路透社

■祖高域(左)及梅利分捧冠、亞軍獎
座。 新華社

■韋斯布
魯克(右)
投籃。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