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儘管克里夫蘭騎士「大帝」勒
邦占士交出「三雙」，波士頓塞
爾特人於昨天NBA常規賽東岸
榜首戰中，憑藉「第四節刺客」
I．湯馬士找回投籃手感，加上
第四節全面掌控局面，以103：
99力克衛冕冠軍騎士。
I．湯馬士賽前連續4場找不到

投籃準心，他今仗豪取全場最高
的31分，另有5次助攻。大帝以
28分、13籃板及10助攻締造生
涯第49次三雙，惟I．湯馬士末
節關鍵時刻技壓一籌，先為「綠
軍」隊友克J．高達和A．巴特利
助攻兩記三分波，完場前49秒再
自己攻入一記三分，將比數追成
99平手。終場前28秒，I．湯馬
士兩罰俱中，為塞爾特人奠勝。
由於主將陷入得分荒，塞爾特人
在明星賽後4戰3負，今天獲勝
後本季戰績提升到39勝22負，
在東岸積分榜次席續隨騎士之
後。
同日馬刺對溜馬，前三節結束

分差分別只有1分、2分與3分。
馬刺在末節多次出現失誤險些葬
送比賽，艾利斯在溜馬領先99：
98時兩罰不中給馬刺留下機會，
李安納背身單打保羅佐治轉身後
仰跳投命中，馬刺以100：99險
勝對手。李安納此役為馬刺攻入
31分。 ■新華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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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魔術 90：101 紐約人

熱火 125：98 76人

鷹隊 100：95 小牛

速龍 96：105 巫師

公鹿 98：110 金塊

鵜鶘 109：86 活塞

塞爾特人 103：99 騎士

馬刺 100：99 溜馬

爵士 80：107 木狼

快艇 103：122 火箭

帝王 100：109 網隊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巫師 對 速龍
76人 對 紐約人
魔術 對 熱火
鷹隊 對 騎士
●公鹿 對 快艇
小牛 對 灰熊
太陽 對 雷霆
爵士 對 網隊
※鵜鶘 對 馬刺
湖人 對 塞爾特人
註：LeSports HK app○8:00a.m.、
●9:00a.m.及※10:30a.m.直播。

阿古路破入球荒 曼城英足盃又過一關

安歷基季後
領軍三年奪八冠 MSN獻 大勝致敬

卸

體  育  新  聞A39 ■責任編輯：梁志達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72017年年33月月3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澳職 FC悉尼 墨爾本勝利 今日4：50p.m. C64/C203

德甲 奧格斯堡 RB萊比錫 周六3：30a.m. C61/C201/
FSP/n670

西甲 貝迪斯 皇家蘇斯達 周六3：45a.m. n632

法甲 波爾多 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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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凌晨德國盃
足球賽8強，拜仁
慕尼黑憑態勇的利
雲度夫斯基（利
雲）起孖，主場以
3：0淘汰史浩克
04。
利雲開賽3分鐘
接應列貝利傳球射
入，這位波蘭神鋒
在16分鐘精準傳
給堤亞高艾簡達拿
頂入，13分鐘後
又是列貝利左路傳
中，利雲勁射破
網。賽後抽籤，拜仁在4強會鬥丙組SF洛特或勁敵多蒙特，洛特對多
蒙特的比賽因雨雪天氣而推遲至3月14日。4強另一場是慕遜加柏對
法蘭克福，昨凌晨8強戰中，慕軍於下半場相隔僅8分鐘內連續利用
兩個12碼作客以2：1擊敗漢堡。
明晨德甲，兩連敗後連贏兩場暫居次席的RB萊比錫作客對近三輸

二的奧格斯堡（有線61及高清201台、now Fox Sports Play、
now670台周六3：30a.m.直播），望贏波續向榜首拜仁施壓。

■綜合外電

拜仁德盃「克」敵
4強等鬥多蒙特

安歷基在巴塞狂勝希杭後向記者說：「我下
賽季將不再是巴塞主帥了，這對我來說是

個艱難決定，但也是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我
必須忠於自己的想法。」他揚言，自己將在本賽
季剩下三個月「全力以赴」。安歷基還透露，自
己在本賽季開始前便曾與球隊高層會面，表達了
自己不再續約的想法：「他們當時告訴我不要急
於作這個決定，但現在這個時刻還是到來了。」

想休息開季前已有退意
離開巴塞的原因，安歷基表示是因為自己在工

作上過於專注而甚少獲得休息時間。巴塞主席巴
度美說：「我們對安歷基的工作很滿意，但我們
必須接受教練這個決定並支持他。」他還說，巴
塞在過去三個賽季裡擁有「一位超級教練」。安
帥前巴塞隊友哥迪奧拿，2012年也是在執教巴
塞四年裡贏得所有錦標後選擇急流勇退的。西班
牙《馬卡報》稱，崇尚進攻足球的畢爾包53歲
教頭華維迪將是下任巴塞教頭的熱門人選。
今年46歲的安歷基曾經在1996至2004年間以
中場球員身份効力巴塞，退役後當過巴塞B隊助
教，及至2011年於意甲羅馬展開主教練生涯。
他在3年前離開切爾達重回舊會巴塞接掌帥印，
執教首年便率隊獲得聯賽、歐聯和西盃的「三冠
王」，第二年又帶領巴塞拿到聯賽和西盃「雙料

冠軍」。在他執教期間，巴塞還曾捧起西班牙超
級盃、歐洲超級盃和世界冠軍球會盃各一次。

怒炒希杭壓皇馬上榜首
昨凌晨西甲，美斯、蘇亞雷斯及尼馬的MSN

箭頭都有進賬，巴塞開賽9分鐘由美斯頂入領
先，兩分鐘後藉烏龍球擴大優勢，客隊短暫追近
一球，然而蘇亞雷斯完半場前的「窩利」施射再
將差距拉開。下半場4分鐘，美斯傳給柏高艾卡
沙破網，尼馬於65分鐘射入罰球，最後由拿傑
迪錫錦上添花。巴塞大勝希杭6：1，以17勝6
和2負積57分超越少1分但少踢一輪的皇馬，本
賽季首次進佔榜首。 ■綜合外電

巴塞羅那在最新一輪西甲足球

聯賽憑MSN開火主場大炒希杭

6：1，趁皇家馬德里再度失分而

搶去宿敵的積分榜「一哥」寶

座。衛冕形勢好轉，但巴塞新球

季卻不得不再要迎接換帥的挑

戰。今仗賽後，於過去三年帶領

巴塞橫掃西班牙聯賽、盃賽及歐

洲聯賽冠軍盃等各項錦標共8個冠

軍的功勳教頭安歷基宣佈，將在

本賽季結束後急流勇退！ 同日西甲聯賽，皇家馬德里卻在
主場意外失分，若非C．朗拿度連追
兩粒逼和拉斯彭馬斯3：3，皇馬恐
連1分也不保，不過近三輪聯賽失了
5分後皇馬還是讓出了今季佔據多時
的「一哥」位置。儘管「銀河艦
隊」少踢一輪，但即使假設該仗會
全取3分，也只能以2分領先巴塞。
艾斯高助皇馬領先，但客隊扳成

1：1完半場。換邊後，上周傷癒復
出的威爾斯飛翼加里夫巴利報復式
踢人領紅牌離場，隨後沙治奧拉莫
斯犯手球輸12碼加上客隊快攻得
手，皇馬落後至1：3。完場前3分
鐘，客隊同樣禁區內犯手球被判
「極刑」，C朗操刀命中，他過了兩
分鐘再接應角球頂入，撿回1分。
此戰是皇馬連續第45場正式比賽

有入球，打破巴塞於1944年創下的

最長連續有「士哥」的西班牙足壇
紀錄，而連續36輪西甲破網亦寫下
皇馬隊史。
是役第70分鐘C朗的入球被誤判
越位在先，皇馬主帥施丹拒將之作
為失分藉口，「球隊表現不盡如人
意，已經三四仗是這樣了，我們不
會以球證判決作藉口。」他又透
露，「大聖爺」賽後已為自己衝動
被逐道歉。 ■記者梁志達

「大聖爺」踢人被逐
皇馬造紀錄卻失頭名

巴塞兵符

■美斯(左)為巴塞頭槌建功。 路透社

■尼馬(右)跟蘇亞雷斯(左)各入一粒。 路透社

■加里夫巴利(左)衝動領紅。 法新社

■■阿古路阿古路((右右))射入個人射入個人
今場第二球今場第二球。。 路透社路透社

■利雲度夫斯基(左)先開記錄。 法新社

■勒邦占士(右)和迪朗威廉士(左)都阻止不了騎士敗陣。
法新社

■I‧湯馬士(左)領銜塞爾特人告捷。 法新社

■■安歷基將在今夏安歷基將在今夏
告別巴塞告別巴塞。。 法新社法新社

■普多斯基

短訊

費達拿迪拜網賽痛失好局
在1日進行的迪

拜網球公開賽第
二輪較量中，瑞
士名將費達拿浪
費 了 三 個 決 勝
分，以6：3、6：
7(7)和6：7(5)爆冷
遭世界排名116的

俄羅斯選手頓斯科耶奇蹟反勝，無
緣晉級。費達拿在2017年的連勝戰
績只能止步於 8場，他賽後說：
「今仗我有很多機會，我會吸取這
場比賽的得失。」 ■新華社

意盃首都打吡 拉素佔先機
拉素昨凌晨意大利盃足球賽4強

首回合以主場身份硬撼同市死敵羅

馬，結果以2：0戰勝客隊佔先機。
另外，從祖雲達斯外借華倫西亞的
意大利國腳前鋒施蒙尼沙薩，獲該
西甲球隊買斷。 ■記者梁志達

普多斯基繼續漂泊轉戰日職
今年32歲的德國前鋒普多斯基經

歷征戰土耳其加拉塔沙雷兩年後，
昨宣佈將於本賽季結束後轉戰日本

職業聯賽球隊
神戶勝利船。
他 曾 効 力 拜
仁、阿仙奴與
國際米蘭等不
同國家的大球
會，但發展欠
順，今季各項賽事19仗入14球。

■記者梁志達
■費達拿失望離
場。 美聯社

■■巴禾反擊對方球迷巴禾反擊對方球迷。。法新社法新社

今季正選位置一度不保的
首席前鋒阿古路終於打破本
土賽事連續6場的入球荒，
這位阿根廷國腳於昨凌晨英
格蘭足總盃16強重賽中貢獻
兩個「士哥」，帶領曼城主
場反勝第二級別英冠的哈特
斯菲爾德5：1，又過一關入
8強，將與米杜士堡爭入準
決賽。
上次對賽，曼

城作客被守和

0：0需重賽，今仗領隊哥迪
奧拿在中前場稍作輪換下近
乎以強陣出擊，雖然開賽7
分鐘遭偷襲得手，但利萊辛
尼於30分鐘扳平，之後曼城
憑凌厲攻勢佔據絕對優勢，
先是阿古路12碼得分，薩巴
列達射成3：1進入下半場，
阿古路及伊恩拿祖之後各建
一功。
「今天的阿古路可能是
最好的阿古路，他今天的

表現令人感驚喜，總在適當
時刻出現在適當地方。」同
獲哥帥點名表揚的還有為自
己「紙紮門將」污名平反的
哥迪奧巴禾，「巴禾的表現
也是頂級的，其穩健發揮是
己隊反勝的關鍵。」

巴禾為自己平反
巴禾全場有 1次關鍵撲

救，傳球成功率達95%。
■記者梁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