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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聯後上贏「玻」皇馬未許安枕
意甲勁旅拿玻里昨凌晨歐聯足球

賽作客暫領跑西甲聯賽榜的皇家馬
德里倒輸1：3，於16強首回合敗
陣，但取得1個作客「士哥」，令
歷來8度於盃賽淘汰賽首回合主場
領先3：1卻得4次能晉級的「銀河
艦隊」未許安枕。
皇馬開賽8分鐘失守，客隊恩斯

治尼遠射，門將基羅拿華斯企位太
出欲救無從。衛冕冠軍10分鐘後由

前鋒賓施馬接應卡華積傳送頂成
1：1，賽後被主帥施丹視為反勝
轉捩點，「過去幾仗他就缺這樣
一個入球。我不僅因他入球高
興，更是因為他在場上的表現。
他讓隊友踢得更好，他跑動做得
很棒。」
賓施馬這「士哥」讓他超越同

鄉亨利，成為歐聯史上入球最多
的法國人。

皇馬下半場4分鐘反先，C．朗
拿度推落底線回傳中路，卻奧斯禁
區邊勁射破網。卡斯米路5分鐘後
「窩利」破網鎖定比分，客隊則有
一記入球被判越位而無效。儘管曾
効力拿玻里的阿根廷名宿馬拉當拿
同女友奧莉華親赴西班牙打氣，賽
前於拿玻里更衣室內鼓舞球員，卻
未能起到作用。

■記者梁志達

■■馬拉當拿(右)同女友奧莉華到場
打氣，但未能給拿玻里帶來好運。

路透社

■■賓施馬今仗表現勇銳賓施馬今仗表現勇銳，，
「「重要部位重要部位」」還吃了客軍門還吃了客軍門
將連拿一掌將連拿一掌。。 路透社路透社

歐聯厄運不斷重複 拜仁大勝又佔「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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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職 阿德萊德聯 紐卡素噴射機 今日4：50p.m. C64/C203

德乙 海登咸 史特加 周六1：30a.m. C64/C203

德甲 奧格斯堡 利華古遜 周六3：30a.m. C61/C201/
FSP/n670

西甲 CF格蘭納達 貝迪斯 周六3：45a.m. n632

意甲 祖雲達斯 巴勒莫 周六3：45a.m. T302

法甲 巴斯蒂亞 摩納哥 周六3：45a.m. T303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
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根據《福布斯》雜誌昨日公佈的最
新一期NBA球隊價值榜，紐約人以
33億美元高居全聯盟首位，而衛冕冠
軍騎士以12億美元僅位列第11名。
雖然目前紐約人戰績僅為23勝33

負，排在東岸倒數第四，但得益於
剛剛翻新的球館和新轉播合同，紐
約人依舊以33億美元的價值位列聯
盟第一，連續第二年位居榜首。洛
杉磯湖人以30億美元排次席，金州
勇士的價值比去年暴漲37%，成為
聯盟升幅最大的球隊，目前以26億
美元位列第三。雖然正朝着自己的
連續第三次總決賽邁進，但騎士的
球隊價值卻跌出了前10，以12億美
元排第11位。

勒邦占士連三年賺得最多
騎士球隊價值跌出前10，但在球

員收入排行榜上，結果毫無意外由
騎士「大帝」勒邦占士連續三年位

居首位，他本季年薪3100萬美元，
加上場外收入5500萬美元，今年共
賺了8600萬美元。今年賺第二多的
NBA球星，是去夏跳槽勇士的杜蘭
特，今年預計進帳6250萬美元。排
第三是杜蘭特的勇士隊友史提芬居
里，他今年預計賺4710萬美元。
另外，NBA總裁亞當施華已經決

定，紐約人球星安東尼將頂替騎士
星將路夫參加全明星賽，成為東岸
明星隊的替補，後者因左膝手術已
確定無緣參賽。 ■記者梁啟剛

英超爭議名哨卡頓保「劈炮」
今年41歲的
英超當紅爭議
「名哨」卡頓
保 (見圖)的請
辭昨晚獲英超
球證委員會接
納，他將轉赴

沙特阿拉伯聯賽執法淘金。外媒認
為卡頓保求去，是因為對英格蘭職
業球證公司的運作方式不滿，並有
感自己在執法過程中得不到尊重。
卡頓保爭議判決多多，最近期有上
輪對侯城看漏阿仙奴前鋒阿歷斯山
齊士手球，照吹入球有效。2007年
默西塞德郡打吡更是經典，他竟問
了利物浦隊長謝拉特意見才向愛華
頓的希拔出紅牌。 ■記者梁志達

基恩違規被令轉髮型
効力卡塔爾球隊阿爾阿里的加納

國腳球星基恩
(見圖)，近日被
當地足總判定
髮型違規，必
須轉另一個髮
型，才能入場
參加比賽；據悉，這次被認定違反
髮型規定的球員達40人之多。

■記者梁啟剛

曼城女足喜簽「美國隊長」
英超球會曼城的

女子足球隊也具吸
引球星的魅力，該
會昨宣佈邀得「美
國隊長」卡莉．勞
埃德(見圖)加盟。
這位中場兼隊長
2015 年帶領美國女足勇奪世盃冠
軍，並隨隊兩摘奧運金牌，為美國
上陣232場入96球。 ■記者梁志達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魔術 79:107 馬刺

騎士 113:104 溜馬

塞爾特人116:108 76人

速龍 90:85 黃蜂

網隊 125:129 公鹿

活塞 98:91 小牛

灰熊 91:95 鵜鶘

火箭 109:117 熱火

金塊 99:112 木狼

爵士 111:88 拓荒者

太陽 137:101 湖人

雷霆 116:105 紐約人

快艇 99:84 鷹隊

勇士 109:86 帝王

意甲榜首球隊祖雲達斯明晨聯賽
主場迎戰護級分子巴勒莫，由於往
績剋住對手，看來「祖記」連勝
「勒」唔住；至於即將面對老東
家，「祖記」鋒將保羅戴巴拿表
示，今仗倒戈入波也不慶祝。（無
綫網絡電視302台周六3：45a.m.
直播)
榜首的「祖記」已在聯賽豪取五

連勝，攻入9球之餘更一球不失，
足見「斑馬軍團」狀態當銳；加上
「祖記」近4次主場對巴勒莫全
勝，入10球兼0失球，在有歐聯後
顧下，看來「祖記」今仗會盡早確
保贏波，取得六連勝，以繼續意甲
領放之餘，留力出戰歐聯。
戴巴拿賽前談及與巴勒莫再相逢

的感受時表示：「對陣巴勒莫的感

覺總是很特別。我在西西里島度過
了美妙的三年，在那裡我結交了許
多好朋友，留下許多美好回憶。各
為其主從來不易，但我現在是祖雲
達斯的球員，我會為了勝利竭盡全
力。如果入球，我不會慶祝。」

■記者梁啟剛

拿度的叔叔東尼拿度昨日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
他與拿度將在本賽季過後結束貫穿後者整個職業生涯
的師徒關係。東尼說：「這個決定是我自己作出
的。」他同時堅稱自己會在2017賽季剩餘的時間內
繼續保持現在於團隊裡的角色。55歲的東尼強調，作
為教練需要花大量時間在旅途奔波上是他作出改變的
原因，之後他主要會監督指導拿度位於家鄉馬洛卡島
的網球學校。拿度叔侄是網球史上合作最長也是最成
功的師徒之一。在叔叔的指導下，拿度贏得14座大
滿貫冠軍，追平了森柏斯，僅次於費達拿的18個，
目前排名歷史第二。 ■新華社

NBA球隊價值榜 紐約人居首 「祖記」連勝「勒」唔住
戴巴拿：倒戈入波不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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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美女
網球手布爾沙
是去年全球第4
性感的網球選
手，日前她願
賭服輸，履行
美式足球超級
碗 輸 賭 的 承

諾，與男球迷進行約會
看NBA。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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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巨「仁」實現了歐聯主場的16連
勝，繼續刷新歐聯主場連勝歷史紀錄。近
四屆16強，拜仁兩度踢走阿仙奴，而上屆
分組賽阿記作客安聯球場跟今仗一樣同是
大敗1：5。拜仁賽後在官方社交網帳號上
語帶諷刺地貼出這兩場5：1比數的照片，
並寫上「明年再來一次？」

「大眼仔」低迷同鄉前失威
阿歷斯山齊士今仗再次沮喪地獨自離

場，相對上奧斯爾卻失威於德國同鄉面
前。作為中場核心，近兩個月狀態已明顯
回落的「大眼仔」全場得24次傳球，遠低
於拜仁今仗「傳送王」沙比阿朗素的
101次，只能與拜仁門將紐亞看齊。

傷出成為阿記輸波轉捩點的場
上隊長哥斯尼認為，今仗輸
在未有團結做好防守，然
而對次回合的絕地反擊
表示未絕望，「足球
世 界 一 切 皆 有 可
能。」■記者梁志達

阿仙奴近年英超排第4已成習慣，連歐聯16強的悲
劇也不斷重演。此戰作客德國再遇拜仁，上半場

扳平的「阿記」換邊後有中堅哥斯尼因傷退下火線，隨
即連失四粒慘敗1：5。對上四屆歐聯，阿仙奴在16強
曾兩遇拜仁，均是以「首回合輸波，次回合不敗」的方
式悲情出局，今次很大機會又告歷史重演，連續七年於
歐聯16強止步。

雲加：我們精神上崩潰了
「最重要是我們失去了哥斯尼（因傷退場），我們從
精神上崩潰了，」面臨「教廠」21年來最大下台壓力的
雲加說，「我並無找藉口，拜仁下半場表現很優秀，我
們則欠水準。拜仁入第三球『殺死』了我們，而己隊沒
任何回應，以這樣懸殊比數輸波令人震驚。」

「洛賓軌跡」射爆「廠」
洛賓在11分鐘施展招牌式「洛賓軌跡」絕

技，右邊路推入大位，離門22碼勁射外彎波，
皮球急勁飛入龍門左上角。利雲度夫斯基（利
雲）後場禁區防守時被指踢跌哥斯尼被罰12
碼，阿歷斯山齊士主射被救出，雖然被對方球
員圍堵下仍補中扳平完半場，但換邊後哥斯尼
傷出客隊便防線崩潰。利雲53分鐘力壓梅斯達
菲頂入，3分鐘後他後腳妙傳破越位的堤亞高
艾簡達拿單刀射入，後者過了7分鐘再入一
球，最後由湯馬士梅拿鎖定比分。 ■記者梁志達

同樣的劇本，阿仙奴似乎又要重複他們的

「16強悲劇」。昨凌晨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

賽16強首回合，荷蘭「小飛俠」洛賓再次呈

獻「洛賓軌跡」的招牌絕技，協助拜仁慕尼

黑主場大炒阿仙奴5：1。對上四屆兩遭這支

德國班霸於16強淘汰的「兵工廠」，很大機

會要連續七年於歐聯16強止步。面臨執教兵

工廠以來前所未有的下台壓力，雲加認為己

隊今仗一度在精神上崩潰了，輸波沒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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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安東尼((上上))領銜的紐約人領銜的紐約人
此戰不敵雷霆此戰不敵雷霆。。 美聯社美聯社

■勒邦占士(中)助騎士擊敗溜馬。
美聯社

■■拿度拿度((左左))與東與東
尼拿度合作多尼拿度合作多
年年。。 法新社法新社

■■拜仁寫道：下年再贏（阿仙奴）5：1？
網上圖片

■■阿歷斯山齊士扳平阿歷斯山齊士扳平，，卻未能救得回卻未能救得回
洩了氣的兵工廠洩了氣的兵工廠。。 法新社法新社

■祖記前鋒保羅戴巴拿倒戈鬥舊
會。 法新社

■■洛賓洛賓((右二右二))施射施射，，
皮球再次劃出皮球再次劃出「「洛賓洛賓
軌跡軌跡」。」。 路透社路透社

■堤亞高艾簡達拿(右)梅開二
度，跟洛賓齊齊慶祝。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