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遭遇重大空難的巴西足球隊查
比高恩斯昨凌晨歷史性亮相南美最高
級別的自由盃分組賽，結果作客以2：
1力克委內瑞拉蘇利亞隊。
這是查軍空難重組後首場國際賽，

許多巴西球迷到委內瑞拉為球隊打
氣。為球隊攻入第二球的路易斯安東
尼奧說：「領先兩球後全隊緊張的情
緒才得以緩解。」去年11月，查隊在
飛往哥倫比亞出戰南美球會盃決賽時
發生空難，造成71名乘客和機組人員

罹難，僅得6人生還，包括3名查隊成
員。 ■新華社

馬拉加急需護級
搵前皇馬名將米高掌帥救火

目前已跌至西
甲足球聯賽榜倒
數第 6位的馬拉
加，宣佈由曾執
教基達菲及西維
爾等西甲球隊、
今年53歲的前皇
家馬德里名將米

高，代替羅美路成為球隊新任主帥。

米高本周將率隊迎擊艾拉維斯，望終
止3連敗頹勢。

缺陣兩賽事
細威再讓出一姐寶座
重奪世界一姐寶座的美國球星「細

威」莎蓮娜威廉斯，因為左膝傷患未
癒，宣佈缺席印第安韋爾斯網球賽及
邁阿密網球賽兩項錦標，這亦代表其
世界第一的寶座將於本月重新讓回給
德國球手卻芭。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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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雷霆 121：126 拓荒者
小牛 122：111 湖人
太陽 127：131 巫師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活塞 對 騎士
○灰熊 對 快艇
○雷霆 對 馬刺
●拓荒者 對 76人
太陽 對 湖人
註：LeSports HK app
○9:00a.m.及●11:00a.m.直播。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歐霸盃 羅斯托夫 曼聯 周五2：00a.m. FSP/n670
歐霸盃 哥本哈根 阿積士 周五2：00a.m. FSP
歐霸盃 尼科西亞 安德列治 周五2：00a.m. FSP
歐霸盃 里昂 羅馬 周五4：05a.m. FSP/n670
歐霸盃 史浩克04 慕遜加柏 周五4：05a.m. FSP
歐霸盃 真特 亨克 周五4：05a.m. FSP
歐霸盃 切爾達 卡斯洛達 周五4：05a.m. FSP
歐霸盃 奧林比亞高斯 比錫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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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仙奴以最羞家的方式延續「16強魔

咒」！近數周爆發信心危機的「兵工

廠」，於昨凌晨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

再遭拜仁慕尼黑血洗，以1：5見負，兩

回合計總比數慘敗2：10，連續七屆在這

項歐洲頂級球會賽事中16強出局，更創

下包括英球會最懸殊出局總比數以及歐

聯第二大出局分差等多項尷尬紀錄，進

一步將領隊雲加推向被炒邊緣。

今仗是阿仙奴自1998年11月
英格蘭聯賽盃以0：5負於車路
士後，19年來主場的最大敗
仗。英超近四輪三敗跌出聯
賽榜前四歐聯區，今屆歐聯
又潰敗出局，讓老帥雲加
面臨的信任危機不斷加劇，

賽前更有兵工廠球迷聚集於場
外遊行要求雲加退位。

當被記者問到下賽季是否還能帶隊征戰歐聯
時，本賽季後合約屆滿的法國「教授」沒給出
答案，「不知道，你們總想要頭條，我來這裡
是談足球而非我的未來。」他強調，最重要是
周末足總盃贏回一仗穩住軍心，並堅稱隊內沒
危機。不過，英國《每日快報》稱，雲加已經
知會球員，今夏便會告別執教該隊21年的生
涯。

自殺式換人 A山又「偷笑」
雲加在今仗被反先2：1時竟於72分鐘
接連換走基奧特、艾朗藍斯及阿歷斯

山齊士（A山）三名主力進攻球
員，結果之後再失三球，被
指是自殺式換人。上仗踢
後備的A山於英超輸給
利物浦時就曾在己隊失
球後笑笑口，是役被換
離場後又跟施治交談時
掩嘴偷笑，不知他是在

笑雲加換走他致大敗還是另有
內容。 ■記者梁志達

19年主場最大敗
廠迷促換帥

紅魔強陣訪俄紅魔強陣訪俄 伊巴勢伊巴勢「「斯斯」」破敵陣破敵陣

■羅斯托夫主場草地質
素欠佳。 路透社

■■英格蘭賽事將坐英格蘭賽事將坐
波監波監，，曼聯神鋒伊曼聯神鋒伊
巴謙莫域歐霸訪羅巴謙莫域歐霸訪羅
斯托夫可不用留斯托夫可不用留
力力。。 路透社路透社

■山齊士被換離場時也有拍拍雲加，看來
未至於不和。 美聯社

■■為阿仙奴攻入一球的禾確為阿仙奴攻入一球的禾確
特失望離場特失望離場。。 法新社法新社

■■賽前有球迷於場外遊行，促請球會
不要再跟雲加續約。 路透社

■■維達爾維達爾((左左))和利雲度夫斯基和利雲度夫斯基((右二右二))今仗共為今仗共為
拜仁貢獻三個拜仁貢獻三個「「士哥士哥」。」。 路透社路透社

強魔咒

拜仁慕尼黑兩個5：1血洗阿仙
奴，昨凌晨歐聯足球賽16強次回
合另一場，皇家馬德里作客意大
利亦以3：1的相同比分擊敗拿
玻里，總比數贏6：2晉級8

強。拿玻里一度踢出
試圖逆轉之勢，
皇馬隊長兼後
衛沙治奧拉莫
斯製造了兩
入球，撲熄
對手反擊
之 火 ，
入球後
更做出
美 斯
近 來
的

「打電話」話題慶祝動作。
梅頓斯在24分鐘為主隊窄角度射

入，總比數追至2：3。拉莫斯在51
分鐘接應卻奧斯頭槌頂入成為及時
雨，這位曾多次於大賽頂入關鍵球
的西班牙後衛再過5分鐘又一次接
應角球搶點，皮球碰到梅頓斯入
網。C·朗拿度完場前射門被救
出，艾華路莫拉達跟上補中。C朗
較早前還有一腳中柱波，其歐戰生
涯100球仍要等。

聲稱比美斯更早「打電話」
拉莫斯賽後豪言以入球回應了近

仗質疑，「有比入球更好的方式來
賀自己歐聯第100仗嗎？」對於做
出美斯上仗西甲的「打電話」慶祝
動作，他強調自己之前已在主場這

樣慶祝過，比美斯更早。主帥施丹
則認為己隊換邊後及時回穩，得以
反勝。 ■記者梁志達

拉莫斯助皇馬「拿」歐聯8強位

阿仙奴首回合作客德國輸1：5後，這
場次回合為面子而戰，初段戰意不錯

並由禾確特於20分鐘窄角度爆射破網，總
比數追成2：5。不過，換邊後7分鐘，球
證認為兵工廠中堅哥斯尼回防時禁區內推

跌拜仁射手利雲度夫斯基（利雲），出示
黃牌兼判12碼，跟底線球證商量後更改判
紅牌直接罰法國後衛離場，成為主隊慘敗
的轉捩點。
雲加賽後為球員的表現辯護，認為是該

面具爭議性的紅牌令己隊潰敗。「對拜仁
而言，球證很棒，利雲當時越位在先，根
本不是12碼，而且還給了己隊一面紅牌，
當然這『殺掉』了我們，球證這樣做是很
不負責任。」「教授」同時力撐麾下說：
「球員已付出很大努力，踢得很好。」

創英球會歐冠歐聯之「最」
阿仙奴結果還是未能擺脫魔咒，以最羞

家的方式連續第七屆止步於歐聯16強。
2：10的出局總比分，成為繼2009年拜仁
慕尼黑兩回合計怒炒士砵亭12：1後，歐

聯歷來第二大的出局分差，跟2012年16
強對巴塞羅那慘敗2：10的德甲利華古遜
看齊。同時，2：10亦超越了1960年兩回
合計以2：9敗給巴塞的狼隊，寫下英格蘭
球會在歐冠盃和歐聯的最大出局分差紀
錄。
兵工廠是役在哥斯尼被逐及利雲射入

12碼扳成1：1後，踢到68分鐘再失
守，門將奧斯賓拿傳球被洛賓截斷，
荷蘭「小飛俠」把握「阿記」後場
的甩漏推入禁區單刀射成2：1。杜
格拉斯哥斯達在78分鐘右路突破禁
區邊擺脫梅斯達菲射入，智利中
場維達爾完場前把握兩次隊友助
攻打反擊梅開二度，鎖定5：1的勝
局，繼2013及2014年後再於歐聯16
強淘汰阿仙奴。 ■記者梁志達

德國籃球明星魯域斯基在昨天NBA常規賽中射入了自己
職業生涯的第3萬分，成為NBA史上達此里程碑的第6人，
更是首位非美國籍球員能達到此成就。
今年38歲的魯域斯基賽前生涯總得分為29980分，此戰攻

入第3萬分一刻，全場掌聲歡呼聲雷動，成為渣巴、卡爾馬
龍、高比拜仁、米高佐敦和張伯倫後歷來第6位達此成就的
NBA球員，更是非美籍的3萬分第一人。最終他全場貢獻25
分11籃板，領銜達拉斯小牛主場以122：111擊敗湖人。

韋少創生涯單場新高雷霆照輸
同日另一場，奧克拉荷馬雷霆一哥韋斯布魯克轟下生涯單

場新高的58分，但仍不足以率隊擊敗來踢館的拓荒者，以
121：126敗陣。雷霆全隊除「韋少」外，也只有兩人有雙位
數得分，包括奧拉迪普及E·根達，成為雷霆苦吞4連敗的
原因之一。畢竟拓荒者全隊有7人得分上雙，其中阿倫卡比
攻入23分，利拿特亦有22分入賬。

■中央社

魯域斯基3萬分 非美籍第一人

歷史首捷 查比高恩斯慰空難亡魂

■■米高

■■查比高恩斯球員將入球獻給空難逝
者。 法新社

■■魯域斯基魯域斯基((右右))射入射入
第第33萬分萬分。。 美聯社美聯社

■■拉莫斯(4號)頂成1：1。 美聯社

■■沙治奧拉莫斯也沙治奧拉莫斯也
做出做出「「打電話打電話」」的的
慶祝動作慶祝動作。。 法新社法新社

「紅魔」曼聯在英格蘭足總盃8強大
戰前夕，照派出包括伊巴謙莫域（伊
巴）和保羅普巴在內的強陣名單遠征俄
羅斯，望能在羅斯托夫身上取得作客入
球，於歐霸盃16強搶佔首回合先機。
（now Fox Sports Play、now670台周
五2：00a.m.直播）
曼聯上仗英超主場僅賽和般尼茅夫，

錯失升上第5位之機，肘擊對手的伊巴
被判罰英格蘭賽事停賽3場，周末足總
盃無緣鬥車路士，故瑞典神鋒此戰勢必
傾力殺敵。今仗只有停賽的後衛艾歷拜
利、有傷的左閘勞基梳爾和隊長朗尼未
能候命。紅魔領隊摩連奴賽前炮轟羅斯
托夫主場草地質素太差，擔心球員會受
傷，「我難以相信己隊要在這樣的草地

上比賽，如果這草坪還算球場的話。」
羅隊今季歐戰主場5戰僅1敗，歐聯更
贏過拜仁慕尼黑，紅魔不容輕敵。
另一場，新逢兩連敗的意甲羅馬於守
將魯迪格停賽下作客近5戰有4勝1和的
里昂（now Fox Sports Play、now670
台周五4：05a.m.直播），未必能於法
國全身而退。 ■記者梁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