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
高
興
一
天

最
高
興
一
天

曼
城
逼
和
利
物
浦

體  育  新  聞A31 ■責任編輯：梁啟剛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72017年年33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英超阿仙奴上仗聯賽1:3不敵西布朗，錄得近5場英超第4
場敗仗，主帥雲加賽後稱已為未來作出決定，看似暗示季尾
離開執教逾20年的「兵工廠」，但昨日有報道指，這位法
國名帥未言退，而且阿仙奴董事局依然力撐雲加，並會向他
提供兩年新約。經過新一輪英超後，阿仙奴27戰得50分跌
至第6位。

港球迷租飛機拉橫幅力挺
另外在阿仙奴不敵西布朗一戰中，有「兵工廠」球迷在山

楂球場上空進行「空戰」，先是一架飛機拉着雲加下課的橫
幅飛過，這條橫幅的出處很明確，是一群阿仙奴球迷在網上

募集資金促成此事。不過
在這架飛機飛過後沒幾分
鐘，又有一架飛機飛過球
場上空，這架飛機拉的橫
幅內容截然相反，上面寫
着挺雲加標語，引起了人
們的廣泛關注。是誰花錢
僱用了飛機拉挺雲加橫
幅，如今答案終於揭曉。
據這架飛機的飛行員透
露：「一群香港球迷出錢
促成了這次行動，他們希
望人們知道他們來自香
港。」 ■記者梁啟剛

英媒：雲加獲兩年新約

曼聯昨日在客場以3:1
擊敗米杜士堡，積分超越
阿仙奴位居英超榜第五；
賽後，「紅魔」主帥摩連
奴表示，相比於聯賽前
四，自己更傾向於獲得歐
霸盃冠軍。
摩連奴說：「我們同時

要為這兩個目標奮鬥。如
果我可以選擇，相比聯賽
前四我更願意選歐霸盃冠
軍，因為它們都能給我們
參加下季歐聯正賽的機
會。但那是一座冠軍獎
盃，一種榮耀，那是一項
整個歐洲的比賽，這也意
味着我們將有機會參加明
年的歐洲超級盃。」
摩連奴同時表示，自己意識到如果在歐霸盃中被淘汰，曼

聯就只能靠進入聯賽前四來獲得歐聯資格了，他同時承認那
確實會很困難，因為其他競爭對手都只有聯賽可打，「我知
道車路士、熱刺、利物浦、阿仙奴、曼城這幾支球隊都已經
沒有歐戰任務了，他們以後基本上都是每周一賽。但我們會
像對陣米堡一樣不停地戰鬥。」 ■記者梁啟剛

相比聯賽前四
摩連奴：想捧歐霸盃

NBA常規賽周日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網隊 104:111 小牛

76人 105:99 塞爾特人

活塞 112:95 太陽

鵜鶘 123:109 木狼

速龍 116:91 溜馬

熱火 104:115 拓荒者

馬刺 118:102 帝王

湖人 120:125 騎士

NBA常規賽周二賽程
(本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客隊

速龍 對 公牛

網隊 對 活塞

熱火 對 太陽

鵜鶘 對 灰熊
○小牛 對 勇士
◎木狼 對 馬刺

拓荒者 對 公鹿
●湖人 對 快艇
註：LeSports HK app○8:30a.m.、
◎9:30a.m.及●10a.m.直播。

NBA東岸頭名騎士昨日在常
規賽險些陰溝翻船，好在艾榮
射入46分率隊在客場以125:
120險勝西岸墊底的湖人，提
早鎖定季後賽席位。
由於輪休勒邦占士、艾榮和

路夫三大球星，騎士上場慘敗
給快艇30分之多。此番對陣湖
人，「三巨頭」悉數復出聯手
射入101分，艾榮攻下全場最
高的46分，勒邦占士得到34
分、6個籃板和7次助攻，路夫

貢獻了21
分和15個
籃板。
面對之

前四連敗
的湖人，
騎士在戰
至第四節
初還落後
對 手 11
分，此後
艾榮和勒
邦占士聯

手吹響反攻號角，率隊打出一
波14:2的高潮將比分反超。而
湖人則陷入得分荒，始終無法
迫近比分只能吞下近14場比賽
中的第13場失利。
至於經歷兩連敗的馬刺當天

止住頹勢，主場118:102輕取
帝王，繼續向西岸第一的勇士
施壓。馬刺上周一度超越勇士
登上西岸榜首，但遭遇兩連敗
後他們被勇士甩下 2.5 個勝
場，戰勝帝王後兩隊之間的差
距目前為兩個勝場，西岸第一
的歸屬仍充滿懸念。

林書豪右腳踝傷退
另外，網隊對小牛一戰中，
在林書豪首節右腳踝傷退後，
以104:111輸波，這已是林書
豪加盟網隊後第4度受傷，去
年11月初因左大腿肌腱拉傷錯
過17場比賽，12月也因下背緊
繃缺賽1場，12月底至今年2
月中再度傷到大腿肌腱休息長
達26場。 ■記者梁啟剛

瑞士天王費達拿昨日直落兩盤，以6:4和7:5戰勝同胞華連
卡，捧得巴黎銀行大師賽男單冠軍獎盃，成為這一賽事迄今年
齡最大的冠軍。
「這是又一個夢幻周，」費達拿在頒獎儀式說，「我第一次

來這裡是17年前，在這裡再次奪冠，感覺棒極了！」他賽前
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目前對自己來講健康和享受比賽是最重要
的。
在當天比賽中，世界排名第10的瑞士天王在第10局破掉對手
發球局拿下第一盤，但在第二盤第一局便遭遇破發。隨後，3號
種子華連卡乘勝追擊拿下自己的發球局。但費達拿隨即直落三
局，並最終拿下比賽。這是自2001年阿加斯擊敗森柏斯奪得冠
軍後，本賽事又一次在兩名同一國家選手間進行的男單決賽。
現年35歲的費達拿第五次奪得這一賽事的冠軍，也同時超

過這一賽事1984年男單冠軍、時年31歲的康納斯，成為這一
賽事年齡最大的冠軍。 ■新華社

上半場雙方互交白卷，換邊後，法
明奴接應安利簡恩妙傳，突破越

位陷阱，操之過急的基捷基治禁區內犯
規，被罰12碼，占士米拿操刀中鵠，51分
鐘為「紅軍」先拔頭籌。69分鐘，迪布尼右路
地波傳中，「紅軍」剋星阿古路門前掃入，扳成
1:1。76分鐘，迪布尼勁射中柱彈出，曼城未能領
先。81分鐘，「紅軍」鋒將拉爾拉拿無人看管下，近門
面對門將起腳「撻Q」，注定雙方和局收場。
曼城賽後得57分續排第3位，落後同日主場2:1擊敗修咸

頓、排次席的熱刺2分，被榜首車路士拋離12分之多，而
56分的「紅軍」亦維持在第4位，但領先第5的曼聯只有4
分，且踢多兩場，形勢被動。
對於能和波收場，曼城主帥哥迪奧拿表示，「特別是考
慮到今年歐聯剛在16強被淘汰出局，大夥在隨後幾天的訓
練中都十分悲傷，互相之間也不怎麼說話。然而在這樣的
不利情況下，可以和波收場，這場比賽是我執教生涯的最
高興的一天，我為球隊表現感到自豪。」這位曼城主帥承
認歐聯出局打擊沉重：「幸好我們擁有眾多頂級球員，今
場能夠走出來，也是為何我感到高興的真正原因。」

高洛普「唔收貨」
至於利物浦主帥高洛普賽後坦言對戰果「唔收貨」，

「對曼城拿1分是可以接受，但今場我們明明可以贏。對
方門將有不少精彩撲救，但我們沒把握比賽50至70分鐘之
間的機會去贏得比賽。我們放過了對方，讓他們有回氣的
空間。」對於拉爾拉拿今仗門前錯失黃金機會，高洛普透
露，拉爾拉拿賽後向他道歉；但高洛普指，拉爾拉拿全場表
現出色，根本不必道歉。 ■記者梁啟剛

西甲昨日舉行，巴塞羅那主場
以4:2擊敗華倫西亞，繼續緊追皇
家馬德里。加拉為華倫西亞先開
記錄，蘇亞雷斯其後替巴塞扳平
1:1。到完半場之前，文加拉禁區
內拉跌對手，被紅牌趕出場，美
斯射入12碼，但巴塞領先不夠一
分鐘，華倫西亞就由倒戈的蒙尼
亞艾哈達迪入波，追和2:2。換邊
後，以眾凌寡的巴塞，控制戰局
下，由美斯再入一球，加上安祖
高美斯錦上添花，贏4:2。巴塞贏
波，以63分排積分榜第二，落後

榜首的皇馬兩分，兼多踢一場。

加里夫巴利植髮解決禿頭？
另據英國《太陽報》昨日稱，

効力皇馬的威爾士球星加里夫巴
利對自己招牌式的髮髻裝扮感到
厭倦，他決定植髮，一勞永逸地
解決禿頭問題。《太陽報》得到
的消息稱：「過去一段時間，加
里夫巴利一直把頭髮紮成髮髻來
掩飾自己的禿頭，不過他現在想
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梁啟剛

保方破紀錄祖記小勝
祖雲達斯在昨日的意甲聯賽中以1:0擊敗森多

利亞繼續以8分優勢領跑積分榜，喜上添喜的
是，隊長保方在今場之後，成為「祖記」歷史上
意甲出場時間最長的球員。 ■新華社

拜仁五連冠愈來愈近
拜仁慕尼黑在昨日的德甲聯賽中客場1:0戰勝

慕遜加柏，將榜首優勢擴大至13分之多，在聯
賽還剩9輪的情況下，距離史無前例的五連冠愈
來愈近。湯馬士梅拿在63分鐘為拜仁攻入全場
唯一入球。 ■新華社

米查利安東尼奧傷退
韋斯咸翼鋒米查利安東尼奧，因腿筋受傷而退

出英格蘭國家隊。英格蘭將於周四與德國進行友
誼賽，其後就會在周一出戰對立陶宛的世界盃歐
洲區外圍賽。另外，德國小將紐亞因小腿傷無緣
對英格蘭。 ■記者梁啟剛

艾榮助騎士逆轉湖人
馬刺止連敗逼近榜首

巴塞贏波 緊追皇馬

巴黎銀行大師賽
費達拿成最老冠軍

昨日舉行的英超聯賽，曼城主場1:1逼和利物

浦，一場酣暢淋漓的對攻大戰，最終雙方握手言

和，曼城主帥哥迪奧拿賽後竟然表示：「這場

比賽是我執教生涯的最高興的一天，我為

球隊表現感到自豪。」聽罷哥迪奧拿的

賽後語，大家都以為曼城贏波。

短訊

■■曼城主帥哥迪奧曼城主帥哥迪奧
拿拿((右右))。。 美聯社美聯社

■阿古路(前右)為曼城追平。 路透社

■■拉爾拉拿拉爾拉拿((左左))門前失機門前失機。。 路透社路透社

■阿仙奴主帥雲加。 路透社

■曼聯主帥摩連奴。 路透社

■■美斯(前)起腳得分。 美聯社

■■艾榮艾榮((中中))突破對方防守突破對方防守。。 美聯社美聯社

■■林書豪受傷倒地林書豪受傷倒地。。 美聯社美聯社 ■■費達拿影威水相費達拿影威水相。。 法新社法新社

■■保方保方((右右))破紀錄破紀錄。。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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