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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職業球員協會昨日在倫敦
市中心的格羅斯維納酒店舉行年度
頒獎典禮，車路士中場球員尼高路
簡迪被評為賽季最佳球員。法國球
員尼高路簡迪今季轉會車路士後在
球隊起到了中場發動機的作用，將
全隊凝聚成了一個整體。尼高路簡
迪從碧咸手中接過獎盃後激動地
說：「被其他球員評為最佳是項巨
大的榮譽，獲得這一獎項是最大的
榮耀。」另外，熱刺的迪利阿里連
續第二年被評為年度最佳青年球
員，而為表彰碧咸對足球作出的貢
獻，職業球員協會特意向他頒發榮
譽獎。

「車仔」誓取修咸頓
此外，「車仔」於明晨英超坐

鎮主場迎戰修咸頓（LeSports
HK應用程式、now621 台周三
2：45a.m.直播）。立志奪雙冠
的「車仔」，在積分榜上只領先
次席熱刺 4分，今仗絕不容有
失。值得一提的是，修咸頓比較
懼怕強攻型球隊，今季與聯賽前
7球隊交鋒取得2和7負，看來今
仗恐輸波而回。 ■記者梁啟剛

在昨日進行的 NBA 季後賽
中，騎士客場 106:102 戰勝溜
馬，以4:0的大比分強勢晉級東
岸準決賽。另一場比賽中，火箭
客場113:109戰勝雷霆，大比分
3:1領先。
今仗帶着兩位數領先優勢的騎

士在末節遭到了溜馬的反撲，主
隊在比賽還剩1分半鐘時反超2
分。關鍵時刻勒邦占士挺身而
出，以一記三分球穩定局勢，而
此後溜馬未能再度超出比分，最
終騎士戰勝對手，成為東西岸首
支晉級準決賽的球隊。勒邦占士
成為球隊取勝的最大功臣，拿下
全場最高的33分。
面對火箭，雷霆當家球星韋斯

布魯克又一次打出「三雙」，但
他一人無法阻止球隊主場敗北。
在前三節絕大部分時間裡保持領
先的雷霆在末節未能抵擋住火箭
的攻勢，一上來被對手打出了9:
2的得分高潮。本節中段，「韋
少」曾三分命中將比分改寫為
90:89，這也是雷霆今仗最後一
次領先。隨後的比賽，客隊在進
攻中接連得手，最終幫助火箭贏
得「賽點」。「韋少」連續第三
場比賽打出「三雙」，其 35
分、14個籃板和14次助攻的數
據皆是全場最高。 ■新華社

拿度十奪蒙特卡洛賽冠軍
西班牙選手拉莫斯沒能用冠軍為他的夢幻一
周作最好的結尾。昨日進行的ATP蒙特卡洛
大師賽單打決賽中，「紅土之王」拿度直落兩
盤，以6:1、6:3輕取15號種子拉莫斯，第十次
加冕該項賽事冠軍，這是他職業生涯第50個
紅土賽事冠軍，由此在紅土賽事冠軍總數排行
榜上獨享頭名寶座。 ■新華社

祖雲達斯報仇熱拿亞成功
祖雲達斯昨日在意甲聯賽中主場4:0完勝

熱拿亞，報了首循環不敵對手的一箭之仇，
繼續領跑意甲；在另一場入球大戰中，面對
巴勒莫，拉素在開場後26分鐘內攻入5球，
其中巴爾迪基達在不到6分鐘的時間裡完成
「帽子戲法」，最終拉素主場6:2大捷。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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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後賽周日賽果

主隊

東岸八強

(7)溜馬

騎士場數4:0晉級

(8)公牛

雙方場數賽和2:2

西岸八強

(6)雷霆

火箭場數領先3:1

(5)爵士

雙方場數賽和2:2

NBA季後賽周二賽程
(本港時間周三開賽)

主隊

西岸八強

○(3)火箭

火箭場數領先3:1

◎(4)快艇

雙方場數賽和2:2

●(2)馬刺

雙方場數賽和2:2

註：LeSports HK app○8:00a.m.、
●9:00a.m.及◎10:30a.m.直播。
( )為種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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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仙奴闖英足盃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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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昨日進行了兩場比賽，水
晶宮以2:1力克主場作戰的勁旅
利物浦，護級壓力頓時減輕，曼
聯到訪般尼，以2:0獲勝，距前
四只差一分，爭奪來季歐聯資格
又近一步。
第24分鐘，古天奴25米外任意

球直接破門，為利物浦取得領
先。水晶宮在第43分鐘將比分扳
平，卡巴耶右路傳中，去年被利
物浦賣到水晶宮的賓迪基門前凌
空射門將球射入。第74分鐘，賓
迪基小禁區前沿頭槌衝頂，攻入
今仗個人第二個入球，也為水晶
宮鎖定勝利。過去5場比賽中，水
晶宮取得3勝1和1負的戰績，擊
敗了利物浦、車路士和阿仙奴3支
勁旅，逼和了衛冕冠軍李斯特
城，只輸給了修咸頓，排名也上
升到第12位，領先降班區7分。
曼聯的兩個入球分別由安東尼

馬迪爾和朗尼攻進，這也是朗尼
自今年1月以來首次入球。曼聯目

前積63分繼續位居第五，但與第四名曼城
的差距縮小到1分，爭奪來季歐聯資格又近
一步。另外，曼聯球星伊巴謙莫域的膝傷
令人擔憂，更有傳會掛靴收山，但當事人
昨日揚言，自己傷癒回來時會更強。

■記者 梁啟剛

兩隊今季曾在魯營戰成1:1，今仗
來到班拿貝舉行，尼馬的停賽使

巴塞攻擊線受損，而皇馬方面加里夫
巴利回歸，「三叉戟」盡出。第28分
鐘，拉莫斯在一次角球進攻中接馬些
路傳球近距離射門，皮球擊中立柱彈
出，卡斯米路門前補射空門，皇馬取
得領先。僅5分鐘後，美斯帶球闖入
皇馬禁區，晃開對方防守球員後低射
球門右下角命中扳平比分。加里夫巴
利在上半場結束前因傷被換下。

安歷基讚美斯史上最佳
下半場戰況依舊激烈。第73分
鐘，拿傑迪錫在禁區前沿勁射遠角
得手，巴塞2:1實現反超。第77分
鐘，拉莫斯飛鏟美斯領紅出場。占
士洛迪古斯隨後替換賓施馬出
場，並於第85分鐘接馬些路傳中
攻入一球，將比分改寫為2:2。第
92分鐘，巴塞憑藉一次反擊鎖
定勝局，美斯接應佐迪艾巴的
助攻，奠定勝局，驚濤駭浪險

勝3:2。
賽後，巴塞主帥安歷基對獨中兩元

的美斯不吝讚美，稱讚他「是有史以
來最好的球員」；他說：「我看過很
多足球比賽和錄影，美斯是有史以來
最好的球員。他能夠改變比賽。對於
所有的巴塞球迷來說，擁有他作為一
名巴塞人真是極大的幸福。」
至於皇馬主帥施丹也承認美斯為巴

塞帶來了勝利，但他同時指出，巴塞
並不是僅僅依靠美斯而獲勝；他認為
自己的球隊「在一些可以給對手製造
傷害的時刻沒能很好地控制比賽」，
並指出：「當我們將比分扳成2:2時，
原本應該踢得更聰明一些，團結一致
做好防守工作。」
施丹肯定這場失利令全隊「很失

望」，尤其是在球隊創造了不少入球
機會的情況下。不過他也表示：「我
不會責怪我的球員們。如果能贏球當
然更好，但既然輸了也就這樣吧。失
利不會改變什麼，目前是否能奪冠仍
取決於我們自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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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阿歷斯山齊士在加時賽的入
球，阿仙奴昨日在溫布萊球場舉行的
英格蘭足總盃準決賽中 2:1 擊敗曼
城，闖入決賽。這是阿仙奴最近4季
中第三次打入足總盃決賽，也是他們
歷史上第20次進入冠軍爭奪戰，他們
將與車路士爭冠。
曼城全場創造了更多機會，第40分

鐘，辛尼左路下底傳中，阿古路右側
射門被施治擋出，史達寧門前補射入
網，但球證認為球在傳中時在空中出
界，入球被判無效。但錄影回放顯
示，球的整體並未出界。第62分鐘，
耶耶托尼後場斷球，直傳中線附近的
阿古路，阿根廷人單刀突進，門前10
米處挑射入網，曼城1:0領先。
阿仙奴在10分鐘後將比分扳平，張

伯倫右路傳中，蒙利爾左側跟上將球
射入網底，這是他兩年多來為阿仙奴
攻入的第一球。曼城之後有兩次很好
的破門機會，耶耶托尼射門擊中立柱
彈回，費蘭甸奴頭槌攻門擊中橫樑。
90分鐘結束，比賽進入30分鐘的加
時。第101分鐘，奧斯爾左路傳中，
阿仙奴隊長哥斯尼頭槌傳到門前，阿

歷斯山齊士門前勁射入網，攻入制勝
一球。
阿仙奴主帥雲加賽後說：「在阿仙

奴，我們總是希望球員在最重要的比
賽場合入球，今天他們做到了這一
點。全隊的表現讓我非常高興，很多
人對我們表示懷疑，球隊經歷了困難
的時刻，那時候大家也會有分歧，但
今天我們作出了正確的回應。」
這場失利也意味名帥哥迪奧拿加盟

曼城的第一個賽季不可能贏得任何冠
軍獎盃，他賽後說：「祝賀阿仙奴。
我們已經竭盡全力，我們創造了更多
的機會，但就如同整個賽季的表現一
樣，我們未能將機會變成入球。」

■新華社

在昨日西甲備受矚目的「國家打

吡」中，巴塞羅那憑藉美斯終場前的絕

殺，客場3:2戰勝皇家馬德里，目前，兩隊同

積75分，巴塞在勝負關係和淨勝球上佔優，超越

皇馬成為西甲「領頭羊」，皇馬則仍舊握有少賽一場

的優勢，西甲冠軍爭奪已進入白熱化。

加時絕殺曼城

昨日巴塞以3:2戰勝皇馬
的西班牙「國家打吡」中，
皇馬隊長拉莫斯在比賽中吃
到紅牌。賽後，巴塞大將碧
基諷刺皇馬習慣球證寬容，
而拉莫斯回應稱，想想巴黎
聖日耳門。
拉莫斯在比賽第77分鐘

因飛鏟美斯被紅牌直接罰
下，皇馬隊長在下場前做出
鼓掌動作，似乎對球證的這
一決定有所不滿。
碧基賽後說：「當拉莫斯

回家後，他會後悔自己的舉
動，因為紅牌再清楚不
過。」他還諷刺說：「在班
拿貝，人們已經習慣了寬容
的球證，所以一旦球證作了
正確的事，他就變成電影裡
的反派了。」
碧基的這番話惹來了國家

隊隊友拉莫斯的不滿，拉莫
斯回應說：「他要說球證寬
容，那麼他們對巴黎聖日耳
門時也是一樣。」同時，他

為自己的紅牌辯解說：「我認為紅牌
過分了，它左右了比賽的結果。我承
認我當時出腳有些晚，但我沒打算弄
傷任何人。美斯做得很好，他跳了起
來，但我沒有碰到他。」他還表示，
自己鼓掌「並不是衝着球證去的」。
今季歐聯16強中，首回合0:4不

敵巴黎聖日耳門的巴塞第二回合以
6:1實現驚天大逆轉。巴黎聖日耳
門主帥曾表示球證的決定影響了比
賽最後的結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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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美斯美斯((右三右三))慶祝絕殺對手慶祝絕殺對手。。 路透社路透社

■■美斯美斯((右右))門前建功門前建功。。 美聯社美聯社

■■拿傑迪錫起腳破拿傑迪錫起腳破
門門。。 法新社法新社

■■阿歷斯山齊士絕殺入球阿歷斯山齊士絕殺入球。。 路透社路透社

■■雲加(右)拍手鼓勵球員。 路透社

■■尼高路簡迪被評最佳球員尼高路簡迪被評最佳球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賓迪基賓迪基((左二左二))起腳破門起腳破門。。法新社法新社

■勒邦占士率騎士過關。 法新社

■拿度捧盃影威水相。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