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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納哥順利突圍 歐聯四強今抽籤
隨着摩納哥淘汰多蒙特晉級，本

賽季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四強全
部產生，他們爭奪決賽席位的對
手，本港時間今晚6時抽籤之後將有
分曉。
衛冕冠軍皇馬衝擊近4年第三座大

耳盃，屬爭標大熱門，祖記被看好
的程度緊隨其後，之後有近4年兩度
於決賽不敵皇馬的馬體會及以黑馬
姿態力求突圍的法甲分子摩納哥。

多蒙特主帥嘆爆炸影響心情
昨凌晨八強次回合，摩納哥主場

以3：1擊退多蒙特，兩回合以6：3
的大比數晉級，自2004年於冠軍戰
不敵波圖後終於再闖歐聯四強。受
歐洲豪門關注的新星基利安洛天為
主隊先開紀錄，今季回勇的法卡奧
及謝明各入一球，客隊由馬高列奧
斯破蛋。多蒙特主帥杜曹賽後表

示，全隊心態受到賽場外因素影
響，導致「蜜蜂兵團」未能發揮出
全部水準。兩隊上周首回合交鋒
時，多蒙特大巴在前往賽場途中遭
遇爆炸物襲擊，後衛馬斯巴查在事
件中受傷，比賽最終延遲一天舉
行。馬斯巴查今仗現身後備席，獲
贈有齊兩軍隊徽的特別版球衣打
氣。

■新華社、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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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雲達斯在昨凌晨戰罷的歐洲聯賽冠

軍盃足球賽八強較量中，展現出大師級

的防守表現，在魯營球場讓主隊巴塞羅

那無計可施、一球未進，從而以兩回合

3：0的總比數淘汰對手，晉級四強。

巴塞主帥安歷基認為出局原因在於首回

合踢得差，雖然歐聯連續兩年無緣四

強，但希望可在西甲聯賽中有所作為。

保方：客場零封喜出望外

夏頓昨天在NBA季後賽
首輪中拿下本隊最高的35
分，帶領休斯敦火箭頂住韋
斯布魯克創紀錄的 51 分
「三雙」，從而以 115：
111擊退奧克拉荷馬雷霆，
在七戰四勝制的系列賽上領
先2：0。
此役，夏頓與韋少的

MVP之爭，從常規賽的數
據對飆延續到了季後賽的第
二場直接對壘。韋少拿下全
場最高的51分，外加13次
助攻和10個籃板，創下季
後賽史上得分最高的「三
雙」。此外，這也是韋少職
業生涯在季後賽的第6個
「三雙」。他本賽季常規賽
還以42次三雙創下NBA紀
錄。

勇士再擒拓荒者
儘管個人表現閃耀，但雙

拳難敵四手，當韋少在第四
節投籃命中率下降到18投4
中時，整體實力高一籌的火
箭立即把握戰機扭轉前三節
劣勢。其中夏頓的三分球，
比華利和艾歷哥頓的得分助
火箭連得10分，奠定勝局。
另一場，在頭號得分手杜

蘭特因傷缺陣下，史提芬居
里貢獻19分，最終金州勇
士輕取拓荒者110：81，場
數領先2：0。 ■新華社

美國網球好手莎蓮娜威廉斯昨天在
Snapchat上傳一張標註「20周」字樣的
照片，透露她與去年12月訂婚的未婚
夫、Reddit共同創辦人奧哈尼安有了愛
的結晶。

捧澳網時已有喜
35歲的細威穿黃色泳

衣，肚子稍微隆起，在
Snapchat 大方曬懷孕
照，很快就成為美國媒
體的焦點。法新社和

《每日郵報》網站報道，細威的發言人
諾瓦克之後在寄給法新社的聲明中，證
實懷孕的消息。諾瓦克說：「我很開心
證實細威的預產期是今年秋天。」這意

味着細威在1月澳洲網球公
開賽拿下第23座大滿貫單打
冠軍時就懷孕了。她當時在
決賽擊敗姊姊大威。美國網
球協會發文表示：「有史以
來最偉大的運動員細威在
Snapchat宣佈懷孕20周！恭
喜細威！」 ■中央社

英格蘭職業足球員工會（PFA）
昨天公佈了本賽季英超聯最佳11
人陣容，分佔積分榜前兩名的車路
士和熱刺各有4人上榜成大贏家。
本賽季PFA的英超最佳陣容，門

將是今季只失24球的曼聯門將迪基
亞；大衛雷斯跟加利卡希爾的車路士
雙中堅配以熱刺兩閘基爾獲加和丹尼
路斯組成防線；中場有車仔悍將簡
迪、入了16球的熱刺小將迪利阿里、
為車仔貢獻14球的夏薩特和入了13
球的利物浦翼鋒沙迪奧文尼；雙箭頭
為分別有24及20個「士哥」的愛華
頓魔獸盧卡古及熱刺射手哈利卡尼。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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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網賽梅利華連卡十六強止步
ATP蒙地卡羅網球大師賽昨晚十六強，
頭號種子梅利和3號種子華連卡分別爆冷遭
15號種子西班牙的韋羅拉斯及16號種子烏
拉圭的古華斯淘汰出局，而8號種子迪米杜
夫則在第二圈爆冷以1：2不敵德國選手施
特魯夫。 ■記者梁志達

里昂比錫達斯球迷衝突各罰86萬
上周歐霸盃足球賽八強首回合賽事法甲里
昂主場對土超比錫達斯的球迷衝突事件，歐
洲足協昨判罰兩球會禁止參加下次歐洲賽，
然而「緩刑」兩年執行，另各被罰款10萬
歐元（約86萬港元）。 ■新華社

謝四下月紀念賽再披紅軍戰袍
利物浦下月賽季結束後將作客澳洲職業聯
賽的FC悉尼，作為創會125周年的紀念
賽。利記主帥高洛
普昨天確認，去年
宣佈退役的神奇隊
長謝拉特將繼上月
元老賽後再披「紅
軍」球衣落場。

■記者梁志達

細威懷孕20周 今秋榮升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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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今屆歐聯入了11球暫居射手榜首位，但今次已是阿根
廷「球王」近4年連續8場歐聯八強賽事未能取得「士哥」，
而在職業生涯中，他更從未射破過祖記門神保方十指關。這
位不老鋼門賽後道：「老實說，我賽前沒想過作客魯營可零
封對手，當面對一支攻擊打法多面的球隊，總會預失一兩
球的。」
39歲依然保持上佳狀態，保方正期待着首嘗歐聯稱霸

的滋味。祖記今季正邁向意甲六連霸的目標，但在歐冠
盃/歐聯這歐洲頂級賽場卻只曾於1985年及1996年封王，上
次最接近的是2015年決賽不敵巴塞。今次報卻當年一敗之
仇，保方決不想再跟大耳盃擦身而過，他說：「我們幾年前
開始成長，現在要繼續下去，不要今仗贏了就停下……命運

正掌握在我們手
中。」

在首回合0：3落後的逆境下，回到主場的巴
塞，雖然全場有19次射門，但僅得一腳射

中龍門範圍內，最終只得以0：0與意大利冠軍
球隊互交白卷，未能重演他們在上一圈0：4落
後下最終主場逆轉巴黎聖日耳門的奇蹟。
擁有世界足壇最強「MSN三叉戟」的巴塞，
今仗也曾接近破網，美斯有一次射門被保方撲
出，蘇亞雷斯和尼馬也都錯失過入球良機。
「祖記」方面，基亞連尼和邦路斯領銜的防
線，戰陣嚴密，沉穩鎮定，而且全隊在進攻中
也大膽投入，全場12次射門、4次射正，在進
攻威脅上絲毫不遜色於主隊。

安歷基遺憾輸壞首回合
安歷基賽後認為，己隊在次回合踢出了應有
的態度，他說：「我們製造的機會綽綽有餘，
但就是沒辦法破門。」他遺憾地表示：「在都
靈（首回合作客祖記）打得糟糕的上半場讓我
們出了局。」
儘管歐聯遭淘汰，但安歷基表示，巴塞接下
來還會繼續為西甲努力。「我們仍有可能在聯
賽中有所作為，接下來我們將面對與第1名球隊
的直接挑戰。」本周末巴塞將作客班拿貝與榜
首的皇家馬德里爆發西甲打吡，目前巴塞落後
少賽1輪的皇馬3分，此戰勝負極有可能決定本
賽季聯賽冠軍誰屬。

後防穩 意甲鐵衛添信心
至於祖記，他們今屆歐聯十戰只失了分組賽
的兩球，防守大將邦路斯豪言這正是他們可怕
之處，「我們團隊和整體方面做得很好。我們
對自己很有信心，攻入巴塞三球兼作客魯營力
保不失，證明我們足夠強大。」四強會抽中鬥
馬德里雙雄還是摩納哥，邦路斯毫不擔心，
「我們不想碰到他們，正如他們也不會想碰
上我們。」祖記教頭阿利基尼讚揚麾下的表
現，同時提醒球員「不可就此滿足，還有空
間可進步。」 ■新華社、綜合外電

短訊 NBA季後賽周三賽果
主隊

東岸八強

(4)巫師

巫師場數領先2：0

西岸八強

(1)勇士

勇士場數領先2：0

(3)火箭

火箭場數領先2：0

NBA季後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東岸八強

○(8)公牛

公牛場數領先2：0

西岸八強

●(6)雷霆

火箭場數領先2：0

※(5)爵士

快艇場數扳平1：1

註：LeSports HK app○7:00a.m.、
●9:30a.m.及※10:00a.m.直播。
( )為種子排名

賽果

109：101

110：81

115：111

對

對

對

客隊

鷹隊(5)

拓荒者(8)

雷霆(6)

客隊

塞爾特人(1)

火箭(3)

快艇(4)

■■尼馬落下男兒淚
尼馬落下男兒淚，，巴西巴西

同鄉兼舊隊友丹尼爾上前
同鄉兼舊隊友丹尼爾上前

安慰安慰。。
新華社新華社

■保方(左)保
持對美斯「零
失球」的驕人
數據。

美聯社

■■四名鐵衛心情大不同四名鐵衛心情大不同，，祖記的祖記的((左起左起))邦路斯邦路斯、、基亞連尼與巴基亞連尼與巴
沙利歡天喜地沙利歡天喜地，，更顯得碧基更顯得碧基((右右))格外失落格外失落。。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這張倒地美斯這張倒地
照賽後被網民拿照賽後被網民拿
來冷嘲熱諷來冷嘲熱諷。。

美聯社美聯社

■■基利安洛天基利安洛天((下下))及及
法卡奧都有進賬法卡奧都有進賬，，協協
助摩納哥擊敗多蒙助摩納哥擊敗多蒙
特特，，殺入四強殺入四強。。

新華社新華社

■■馬斯巴查獲贈球衣馬斯巴查獲贈球衣
打氣打氣。。 路透社路透社

■韋斯布魯克(右)繼續刷新數據。 法新社

■史提芬居里慶祝勇士再
捷。 法新社

■■細威細威11月澳網捧盃時月澳網捧盃時
已有身孕已有身孕。。 新華社新華社

■■今季表現出色的簡迪今季表現出色的簡迪((右右))和迪和迪
利阿里都有上榜利阿里都有上榜。。 美聯社美聯社■謝拉特(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