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効力英超愛華
頓的愛爾蘭國足隊
長右閘史密斯高
文，昨於主場對威
爾斯踢成0：0的
世界盃歐洲區外圍
賽，下半場遭遇對
方尼爾泰萊粗野攔

截而斷腳受重創，需在擔
架上接受固定兼吸氧送
院，傷勢嚴重。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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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1000場意足完勝 笑稱多踢千仗不言退

人腳不整
防線變陣 英格蘭以攻代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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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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盃外 英格蘭 立陶宛 今晚11：59p.m. C61/C201
世盃外 阿塞拜疆 德國 今晚11：59p.m. C64/C203
世盃外 黑山 波蘭 周一2：45a.m. C64/C203
世盃外 蘇格蘭 斯洛文尼亞 周一2：45a.m. C61/C201
世盃外 羅馬尼亞 丹麥 周一2：45a.m. C62/C202
阿甲 聖馬田聖祖安 小保加 周一3：30a.m. T303
阿甲 河床 貝格拉諾 周一5：30a.m. T303
註：C為有線、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英格蘭中堅菲爾鍾斯，中場佐敦軒達臣以及前線的朗尼、史杜列治
跟主力「士哥手」哈利卡尼多將受傷，修夫基日前友賽放棄慣用

的4後衛，變陣試驗3421三後衛陣式，球隊最終被德國隊以一球世
界波擊敗。上周練波時累曼聯隊友菲爾鍾斯受傷的中堅基斯史摩寧
賽後因傷退隊，加上另一中堅加利卡希爾此戰停賽，相信上仗輪
休的曼城守將史東斯將復披戰衣，跟對德國時首亮相的般尼後衛
米克堅尼組成年輕的中堅組合。

中堅新組合赫特投信心票
今季被曼城外借到拖連奴卻於近仗意甲又犯低級失誤的
英格蘭門將祖赫特，認為大賽經驗豐富的加利卡希爾即使
不在陣，己隊防守力依然有保證，「我們還有些很好的
選擇，」這位為三獅軍把關69次的首席門將說：「那
是另外的機會讓這些球員去證明，自己在國際賽場能
踢出怎樣的水平。」米克堅尼和史東斯今仗有機會首
次搭檔，熱刺中場艾歷迪亞將會更專注於防守工作，
避免被客隊有機可乘。
英格蘭目前在世盃外歐洲區F組以3勝1和積10分
佳績高踞榜首，比第4位的立陶宛多5分。立陶宛世
界排名107，但作客表現太差，計及上仗吞斯洛伐
克4蛋，這支東歐球隊自2016年來7個客場僅錄得2
和5負劣績。占美華迪、拉爾拉拿、迪利阿里、史達
寧、拉舒福特以至獲重召候命的老將迪科爾，一批三
獅軍攻擊手已摩拳擦掌準備好攻破立軍龍門，繼兩年

前歐國盃外圍賽淨勝立軍4：0後再一次於溫布萊大炒對
手。 ■記者梁志達

陶利
難阻三獅

今晚世界盃外
圍賽歐洲區C組，
德國隊作客相信可
能再排出「假中鋒
陣」，然而主隊阿
塞拜疆受實力所
限，要阻「日耳曼
戰車」帶走3分相
信亦有心無力。
（有線64台及高
清 203 台 今 晚
11：59p.m.直播）
德足日前友賽憑普多斯基以一記世界波告別作

小勝英格蘭1：0，今仗作客阿塞拜疆，翼鋒達斯
拿和中場基迪拉可望復出，攻擊中場奧斯爾依然
上陣成疑，門將紐亞仍掛免戰牌。至於在上仗首
次登場的RB萊比錫年輕前鋒迪姆華拿卻受了傷
而暫無法候命，假如中鋒馬里奧高美斯未能趕及
傷癒，主帥路維有機會派出非正統中鋒的湯馬士
梅拿或舒賀爾尼踢最前。
阿塞拜疆球員大都在本國聯賽効力，上輪作客

北愛爾蘭大敗0：4反映實力有限，小組4連勝共入16
球未失過守的日耳曼戰車可望再嘗大勝喜悅。路維賽前
鼓勵麾下說：「己隊目標是盡快取得決賽周入場券，球
隊表現讓我絕對相信可把強勢延續。」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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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有多員國腳因傷缺陣英格蘭有多員國腳因傷缺陣，，主主

帥修夫基日前已藉友賽機會變陣做帥修夫基日前已藉友賽機會變陣做

測試測試，，不過球隊輸給德國兼賽後再不過球隊輸給德國兼賽後再

添添「「十字軍十字軍」，」，後防兵源頗為緊後防兵源頗為緊

張張。。修夫基稍能放心的是修夫基稍能放心的是，「，「三獅三獅

軍軍」」今晚世界盃外圍賽今晚世界盃外圍賽（（世盃外世盃外））

的對手是世界排名的對手是世界排名107107的立陶宛的立陶宛，，

加上有主場球迷打氣加上有主場球迷打氣，，即使被逼變即使被逼變

陣或要派出一對年輕中堅新組合陣或要派出一對年輕中堅新組合，，

相信也不會削弱鋒線球員破關殺敵相信也不會削弱鋒線球員破關殺敵

的信心的信心。（。（有線有線6161台及高清台及高清201201台台

今晚今晚1111：：5959p.m.p.m.直播直播））

洛杉磯湖人為致敬
「巨無霸」奧尼爾製
作的「鋤樽」銅像昨
日在斯台普斯中心球
館外揭幕。雕像重約
682公斤，展示了奧尼
爾雙手暴力「入樽」
的英姿。和奧尼爾一
起打造了湖人王朝的
球星高比拜仁、湖人
名宿渣巴、韋斯特及
前湖人名帥菲爾積遜
昨均親臨現場。奧尼
爾表示，沒有高比
「我們不可能做到那
麼多，我們永遠是史
上最有統治力的組
合。」兩人從1996至
2004年聯手，助湖人
於2000至2002年間三
奪總冠軍。 ■新華社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魔術 115：87 活塞

巫師 129：108 網隊

黃蜂 105：112 騎士

溜馬 117：125 金塊

塞爾特人130：120 太陽

公鹿 100：97 鷹隊

公牛 107：117 76人

火箭 117：107 鵜鶘

勇士 114：100 帝王

湖人 130：119 木狼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本港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太陽

鷹隊 對 網隊

公鹿 對 公牛

快艇 對 帝王
○火箭 對 雷霆

塞爾特人 對 熱火
●溜馬 對 76人

金塊 對 鵜鶘
※勇士 對 灰熊
◎湖人 對 拓荒者

註：LeSports HK app
○3:30a.m.、●6:00a.m.、
※8:00a.m.及◎9：30a.m.直播。

昨日美職籃（NBA）常規賽，小將迪雲
布加一人瘋狂攻入70分，但鳳凰城太陽
作客仍以 120：130不敵波士頓塞爾特
人。
太陽20歲新星迪雲布加卻憑下半場攻
入51分、全場狂入70分創下多項紀錄。
他超越了張伯斯的60分創下太陽隊史單
場得分紀錄。單場81分的高比拜仁去年
退役，70分成了現役球員單場得分最
高，同時也是個人球員在塞爾特人身上拿
到的最高分數。布加也成為張伯倫、高
比、大衛湯臣、大衛羅賓遜與貝拿後
NBA史上「70分俱樂部」的第6人。
另外，史提芬居里在金州勇士114：
100戰勝帝王中的5記三分，讓他本季常
規賽還有一個月就命中了277記三分，這
是NBA單賽季排第3的紀錄，排第1、2
分別是他自己的402及286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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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狂入70分 太陽新星創紀錄
2017年F1今日將於澳洲站正式

開鑼（now670台今午12:30p.m.直
播），而在昨天排位賽中，平治車
手咸美頓造出1分22秒188成績，
將於今日排頭位出賽，法拉利車手
維泰爾落後0.268秒排第2，咸美頓
的隊友保達斯得第3。
平治車隊連奪近三屆車隊總冠軍，

對於重奪失落1年的總車手冠軍頭銜，

咸美頓充滿信心地表示，即使今季F1
改了規則，仍能助平治車隊蟬聯冠軍。
「據我所知，沒有哪支車隊在規則改
變後能夠衛冕，而我們想要完成沒人
做到的事情。」這位在上屆奪冠的隊
友羅斯保退役後肩負起平治車隊爭標
重任的英國「車王」，信心滿滿地說：
「我相信我的車隊有能力做到。」

■新華社、綜合外電

FF11首站咸美頓奪頭位出戰首站咸美頓奪頭位出戰

■主場意國球迷向保方送上熱烈掌聲致敬。 法新社
■西班牙中場大衛施華(左)跟艾斯高(中)慶祝入
波。 法新社

■■奧尼爾與銅像奧尼爾與銅像
合照合照。。 法新社法新社

■■咸美頓賽後做出勝利手勢，對首
站冠軍志在必得。 路透社

■■德國翼鋒達斯拿跟操，傷
勢已無大礙。 美聯社

■■後防兵源緊張後防兵源緊張，，艾歷迪亞艾歷迪亞((左左))
要肩負更多協防工作要肩負更多協防工作。。 路透社路透社

■■占美華迪相信會續獲正選機會占美華迪相信會續獲正選機會，，
為英格蘭爭取為英格蘭爭取「「士哥士哥」。」。 路透社路透社

■■迪雲布加狂入迪雲布加狂入7070分分，，
太陽照輸太陽照輸。。 美聯社美聯社

■■人腳不整人腳不整，，修夫基修夫基
((右右))料再變陣料再變陣。。 法新社法新社

女友搵樓迪基亞勢投皇馬？
曼聯近年一直靠西班牙門神迪基亞

在龍門一夫
當關，救出
不少險球。
不過，根據
外媒報道，
迪基亞的女
友已開始在
馬德里物色
新寓所，未
知是投資還是自用，惹來迪基亞或轉
投皇家馬德里的猜測。

丹普西久休復出即「戴帽」
由老帥阿連拿重掌兵符的美國國

足，在昨天世界盃中北美洲區外圍賽
六強戰中，憑藉老將丹普西攻入3
球，主場大勝洪都拉斯6：0。丹普西
因心臟問題休戰半年後首次復出踢國
際賽，便即演「帽子戲法」。

■記者梁志達

短訊

■■迪基亞女友在馬德里
覓新居？ 法新社

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歐洲區外圍賽G
組，繼續為意大利正選把關的39歲「長青
樹」保方迎來了個人球員生涯的第1000場
里程碑，球隊主場也以2：0完勝阿爾巴尼
亞；同組西班牙在另一場焦點戰中主場大
勝以色列4：1。
比洛迪在禁區內被犯規，迪羅斯主射12

碼助意足開賽12分鐘便領先。71分鐘，恩
莫比尼接應傳中頂入奠定勝局。本場更引
人注目的是意足「門神」保方的足球員生
涯第1000場里程碑。這位功勳門將在帕爾
馬出戰220場，祖雲達斯612場，意國足
168場。他在1995年17歲時於帕爾馬首次
把關，第一次為國出戰則是兩年後。
如果意足今次能再出線，保方便將成為

唯一一位出戰過6屆世盃決賽周的球員。
「這是極大的榮幸，」保方說，他開玩笑
地表示：「我可以告訴你們，將來還有另
外1000場。」

狂牛大勝以色列
另一場，大衛施華與馬捷恩佩雷斯上半

場為西班牙取得兩球領先，獲重召的車路
士前鋒迪亞高哥斯達易邊後頂入擴大優
勢，以色列雖扳回一球，艾斯高還以顏色
射成4：1完場。「狂牛」贏波以4勝1和
跟意大利同積13分，並列G組前兩名。其
他部分比賽，土耳其贏芬蘭2：0，格魯吉
亞1：3不敵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小勝烏克
蘭1：0。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