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特 拜爾斯
膺勞倫斯年度最佳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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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歐霸 卡斯洛達 費倫巴治 今晚11：59p.m. FSP/n670

歐霸 真特 熱刺 周五2：00a.m. FSP/n670

歐霸 慕遜加柏 費倫天拿 周五2：00a.m. FSP

歐霸 阿爾克馬爾 里昂 周五2：00a.m. FSP

歐霸 切爾達 薩克達 周五2：00a.m. FSP

歐霸 曼聯 聖伊天 周五4：05a.m. FSP/n670

歐霸 安德列治 辛尼特 周五4：05a.m. FSP

歐霸 維拉利爾 羅馬 周五4：05a.m. FSP

歐霸 畢爾包 尼科西亞 周五4：05a.m. FSP

歐霸 PAOK 史浩克04 周五4：05a.m. FSP

註：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n為now台。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木狼 108：116 騎士

公牛 105：94 速龍

湖人 96：97 帝王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溜馬 對 巫師

●公牛 對 塞爾特人
註：LeSports HK app
○8:00a.m.及●9:00a.m.直播。

■保特大熱當選年度最佳男運動員。
新華社

去夏有幾員冠軍主力離隊的PSG
今屆法甲表現略失色，是役更

有後防大將堤亞高施華倦勤，然而
大炒巴塞四球卻力證他們是有力問
鼎錦標的一員。在巴塞之前的二百
多場歐聯比賽中，輸四球的只得6
場，單場失四球已平了他們隊史上
歐聯的最大敗仗紀錄。上次是2013
年作客以0：4輸給德甲巨頭拜仁慕
尼黑，次回合巴塞返主場再吞三
蛋，恥辱出局。而其實在歐聯史
上，也從沒有球隊能平
反首回合0：4的敗局
晉級的先例。

巴塞主帥安歷基心情糟透，賽後有
電視台記者問到布斯基斯質疑己隊戰
術失宜，安帥道：「相信那只是意氣
話，我們下半場也變了戰術，今天輸
波主要非這方面原因。」這位上賽季
帶領巴塞成就西甲及西盃雙料冠軍的
功勳教頭怒對記者說：「我是要為落
敗負責的人，但贏時亦然，想知勝利
後你們會否以同樣語氣採訪我。」

安歷基認抵輸
安歷基坦言己隊抵輸：「這是災難
一夜。我們從433變
陣為 4231 以
雙防中盯防對

手，讓美斯在中路
有更大活動空間，
但對手一開場便壓

制了我們，製造很多
威脅，有無球在腳也表
現很好，踢出極佳的攻
防轉換和快速進攻，完全
擊潰了我們。」

2月14日情人節分別是迪馬利亞
和卡雲尼的29歲及30歲生日，兩位
「壽星」同為PSG建功。迪馬利亞
在18分鐘離門23碼射罰球擦「人
牆」入網。到40分鐘美斯中場被搶
斷，馬高華拉堤直傳，達斯拿右路
12碼外射成2：0。迪馬利亞在55分
鐘禁區頂妙射，皮球直飛左上角入
網。71分鐘，梅尼亞直傳入禁區右
路，烏拉圭射手卡雲尼入楔離門12
碼快腳射成4：0。

「天使」令MSN黯然失色
迪馬利亞曾17次對陣巴塞，之前

4個入球都是効力皇家馬德里時取
得，當中最重要的是2014年西盃奪
冠，「天使」為皇馬拔頭籌，他是
役亦令蘇亞雷斯、尼馬與阿根廷同
鄉美斯的巴塞MSN超級鋒線黯然失
色。同日另一場，賓菲加主場贏多
蒙特1：0。 ■記者梁志達

本賽季聯賽衛冕機會未許樂觀，巴塞羅那在歐洲賽卻又遭

到沉重打擊，瀕臨出局邊緣。昨凌晨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

16強首回合，在西班牙以至於歐聯賽場入球如探囊取物的

「地上最強」，作客令人意外地遭法國富豪球隊巴黎聖日耳

門（PSG）大炒四蛋，兩位情人節生日的球員迪馬利亞和卡

雲尼齊為PSG建功，沒給巴塞留生路。這平了巴塞在歐聯的

最大敗仗紀錄，同時於歐聯也從沒球隊能落後0：4下成功反

勝晉級。

巴塞全場得一腳射門是中龍門範圍以內，而阿根
廷「球王」美斯90分鐘內更是沒有一腳是射正目
標，具威脅傳球及前場禁區內觸球也是欠奉。他全
場多達18次被截得腳下球或傳球，其中一次更造就
了德國翼鋒達斯拿首度為PSG於歐聯建功。
這是美斯近105場最差的歐聯數據，網民紛紛改

圖諷刺巴塞的MSN箭頭，有人就要「尋人」希望
找回「失蹤」的美斯。西班牙《阿斯報》指出，此
役再次證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美斯一旦表現走
樣，全隊也表現走樣。 ■記者梁志達

美斯「失蹤」網民改圖尋人

巴塞自中場大腦沙維離隊後，續以中場的
恩尼斯達、布斯基斯和守將碧基作為球隊的
主軸，但他們都已年過三十，恩尼斯達更已
經33歲。

近年補充的新兵源方面，中場拿傑迪錫算是表現
較理想的一員，其他的如丹尼斯蘇亞雷斯、安祖高
美斯或是青訓的拉芬拿艾簡達拿，級數上都難比肩
昔日「地上最強」的黃金陣容。後防方面，今仗馬
斯真蘭奴因傷缺陣，自丹尼爾離隊後，右閘得沙治
羅拔圖可用，今仗他面對達斯拿慘遭多次突破。防
線上除了法國新星烏姆迪迪外，迪治尼的表現始終
未能令人滿意。看來，巴塞必須先換血成功，才可
望將王朝延續。 ■記者梁志達

巴塞陣容老化新兵欠級數
點

評

曼聯明晨將擔綱於歐霸盃足
球賽32強首回合賽事中主場演
出，對手是法國的聖伊天。由
於英超爭入前四未必能成功，
歐霸冠軍隨時是「紅魔」參與
來屆歐聯的唯一機會，故領隊
摩連奴相信仍會以較強陣容迎
敵。（now Fox Sports Play、
now670 台周五 4：05a.m.直
播）

普巴兄弟有望同場較量
曼聯近來英超勢頭不錯，接
連以3：0輕取李斯特城及2：0
擊敗屈福特，遭領隊摩連奴批
評的前鋒馬迪爾上仗貢獻一傳

一射大踢爭氣波，他今仗將與
同鄉保羅普巴迎戰來自他們祖
家法國的球會，而保羅普巴則
將有機會跟司職聖伊天後衛的
胞兄費倫丁普巴同場較量。
聖伊天近5場法甲聯賽有4勝

1負，暫居積分榜第5位，而他們
今季歐霸小組賽作客亦保持不
敗，不過此戰遇上可強陣出擊的
紅魔，才是真正的考驗。
日前輸給利物浦英超近四輪

三度失分的熱刺，則會作客面
對比利時排第8位的真特，預
料領隊普捷天奴為留力聯賽，
今仗或會稍稍輪換陣容。

■記者梁志達

歐霸歐霸3232強強 紅魔主場爭紅魔主場爭「「聖聖」」
2 月 14 日情人

節 是 告 白 的 日
子，網球壇「丹
麥甜心」禾絲妮
雅琪昨天便透過
社交網站公開了
他和NBA聖安東
尼奧馬刺名將大
衛李爾的戀情。
「禾琪」上載了手
捧玫瑰花的相片，
一段留言更是「放
閃」到不行，「大家
情人節快樂！我
是個幸運的女孩！
謝謝你@大衛李
爾」。禾琪網壇生
涯累計奪得23個
單打后冠、2個雙
打冠軍，因征戰球
場獲得的獎金累
積超過1900萬美
元。
另外，昨天NBA

常規賽，安祖域
堅斯雖攻入全場
最高的41分，但
明尼蘇達木狼依
然以108：116不
敵衛冕冠軍克里
夫蘭騎士，騎士
的勒邦占士與艾
榮同攻入了全隊
最高的25分，至
於「三巨頭」之
一路夫在接受左
膝手術後，確認
要休養6星期。
■中央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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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馬拍拖睇波
疑起爭執女友報警
拿玻里今晨歐聯作客對皇馬，曾効力拿玻

里的阿根廷名宿馬拉當拿跟女友奧莉華日前
到了西班牙為該意甲球隊打氣。不過，奧莉
華翌晨卻報警指自己被人襲擊，有傳她跟老
馬發生了爭執，警方問話後事件已解決。

曼城新星加比爾
蹠骨裂料提早收咧
今冬加盟後為曼城上陣5場貢獻了3個入

球的巴西19歲國腳前鋒新星加比爾捷西斯，
日前聯賽因傷退場，昨證實右腳蹠骨骨裂，

暫未知傷癒歸期，但加比爾很可能提早「收
咧」，下賽季才復出。 ■記者梁志達

短訊

■美國體操天才少女拜爾斯首膺勞倫斯
最佳女運動員獎。 新華社

■達斯拿(左)妙射破網，2：0。 路透社

■■重傷對加比爾(左)打擊很大。 路透社

■■禾琪公開多謝李
爾送的花。網上圖片

■■費倫丁普巴(下)與保羅普
巴(上)兄弟對決。 網上圖片

■■曼聯隊長朗尼望把握主場曼聯隊長朗尼望把握主場
之利多製造入球之利多製造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卡雲尼(左)頂贏烏姆迪
迪。 法新社

■■迪馬利亞迪馬利亞「「天使天使」」再飛翔再飛翔，，能夠在情人節兼能夠在情人節兼
生日當天生日當天，，做出心形招牌慶祝動作做出心形招牌慶祝動作。。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今仗表現黯然美斯今仗表現黯然
失色失色。。 路透社路透社

■網民改圖尋找失蹤的MSN組合、美斯。 網上圖片

2017年勞倫斯世界體育獎各獎項昨凌
晨在摩納哥舉行的頒獎盛典上揭曉，里
約奧運再攬3面男子田徑金牌的牙買加
短跑名將保特四度加冕年度最佳男運動
員獎；美國體操天才少女拜爾斯以4面
奧運金牌的輝煌成績將年度最佳女運動
員獎攬入懷中。
保特擊敗NBA球星勒邦占士、網壇

「一哥」梅利和歐國盃葡萄牙國足隊
長C．朗拿度等其他五位強勁對手，成

為繼費達拿後第二位四度加冕勞倫斯
年度最佳的男運動員。牙買加「閃
電」去夏奧運複製了4年前在倫敦的輝
煌，摘下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
力金牌。
面對美國短跑名將費利克斯、德國

網壇天后卻芭等其他候選者的挑戰，
第一次參加奧運便摘得女團、全能、
跳馬和自由操4面金牌的拜爾斯首膺最
佳女運動員。

菲比斯羅斯保李城亦獲獎
另外，年度最佳團隊獎是結束長達

108年冠軍荒的美國職棒球隊芝加哥小
熊；首奪F1總冠軍後突引退的德國車手
羅斯保獲最佳突破獎；最佳復出獎是里
奧摘得5金後退役的美國「水神」菲比
斯；英超冠軍李斯特城獲體育精神獎。
首屆勞倫斯頒獎禮2000年在摩納哥舉
行，今年回到「家鄉」頒獎。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