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巴周薪420萬
高過兩大球王？
德國《足球解密》指，瑞典神鋒
伊巴謙莫域去夏自由身加盟獲曼聯
提供優厚待遇，36.7萬英鎊周薪及
286萬英鎊入球獎金，相當於周薪42
萬英鎊（約420萬港元），比球王美
斯和C．朗拿度更高。■記者梁志達

艾禾卡特三掌荷足救亡
荷蘭足總昨晚稱，69歲的艾禾卡

特將第三度擔任目前世界盃出線勢
危的荷足主帥，傳奇前鋒古列治任
助教。艾帥1992至94年及2002年至
04年執教過荷足，率祖家球隊殺入
94世盃8強及04歐國盃4強。

■記者梁志達

皇馬劍指
打吡不客氣

卡達朗球場歐聯謝幕戰 馬體會難有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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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後賽周一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西岸四強
(5)爵士 95：121 勇士(1)

勇士場數贏4：0晉級

NBA季後賽周三賽程
(本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客隊
東岸四強

◎(1)塞爾特人 對 巫師(4)
雙方場數打和2：2

註：LeSports HK app◎8:00a.m.直播。( )為種子排名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亞冠盃 鹿島鹿角 蒙通聯 今晚6：00p.m. FSP/n670
亞冠盃 FC首爾 浦和紅鑽 今晚6：00p.m. FSP/n672
亞冠盃 西悉尼流浪者 上海上港 今晚6：00p.m. FSP/n671
歐聯 馬德里體育會 皇家馬德里 周四2：45a.m. C61/C64/C201/C203
英超 修咸頓 阿仙奴 周四2：45a.m. Le/n621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Le為LeSports HK應用程
式、n為now台。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衛冕衛冕
明晨西班牙首都打吡將是馬德

里體育會在卡達朗球場的歐戰謝

幕演出。在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

賽中，馬體會對上三屆遇到皇家

馬德里都沒好結果，是役「白衫

軍」主力星將更能以充沛體力強

勢作客，決不會浪費首回合領先

3：0的優勢。過了這一關，皇

馬將連續第二年殺入決賽，劍指

打破從未有球隊能在歐聯成功

衛冕的魔咒。（有線61和

64台及高清201和203台周

四2：45a.m.直播）

帶領馬德里體育會創造
2011/12 歐霸盃、2012/13
西班牙盃、2013/14西甲冠

軍及兩度殺入歐聯
決賽的優異戰績，
施蒙尼很大機會遭
逢連續第三個賽

季「四大皆空」。
有傳在位6年的施蒙尼有

可能在今季結束後退位讓賢，下
一站或是執教自己祖家阿根廷國家隊。
財力上和球會傳統歷史的吸引力，令皇馬

比馬體會更能羅致到星級良將。正外借艾拉
維斯的馬體會19歲左閘新星迪奧靴南迪
斯，盛傳馬體會亦難阻他轉會皇馬的決心。
《馬卡報》指，迪奧靴南迪斯已通過體測，
皇馬今夏將以3000萬歐元將其招攬麾下。
這意味着「銀河戰艦」跟馬體會近17年來
互不挖人的君子協議，就此打破。

■記者梁志達

馬德里雙雄於西甲季尾各有目標，皇
馬日前再次派出大批副選兵作客，

照炒篤定降班的弱旅CF格蘭納達4：
0，聯賽3連勝續保爭標主動，餘下3
輪尚有可失兩分之空間。馬體會或已
對歐聯打定輸數，日前依然強陣出
擊，主場小勝伊巴1：0後基本已鎖
定第3名來季歐聯正賽參戰權。

「白衫軍」主力休息充足
皇馬除了威爾斯飛翼加里夫巴
利和後衛卡華積兩員舊傷

兵，包括上仗三破馬體會大門創
淘汰賽連場演「帽子戲法」紀錄
的C．朗拿度、中場大腦莫迪歷跟
卻奧斯和左閘馬些路等主將，在休
息一場後都可蓄銳殺敵。反觀首回合
倦勤的馬體會後衛基文尼斯此戰縱可
復出，但過往盯防C朗素有心得的右
閘桑法蘭托里斯仍列「十字軍」，加
上包括首席鋒將基沙文在內等主力日前
聯賽沒休息，體能消耗上或較輸蝕。
卡達朗球場啟用了50年，是役將是來季

使用新主場的馬體會於卡達朗的歐聯謝幕
演出。在施蒙尼執教下，馬體會主場踢歐
聯只輸過給賓菲加，其餘17勝4和，而皇
馬來訪也輸多贏少。不過，對上三次主場
對皇馬，馬體會卻只得2和1負，而近4屆
歐聯5次跟「白衫軍」交鋒也只得1和4
負，包括兩次決賽都在法定時間後飲恨。
今屆4強帶着首回合0：3的劣勢返卡達
朗，施蒙尼說：「今仗對某些球隊來說
（要反勝）或許不可能，但對我們來說卻
不然，如果我不相信（可翻盤）就不會說
了。」隊長基比亦鼓勵全隊：「球迷再一
次不離不棄，我們過往絕地反勝並不多，
希望今次主場能達成。」施丹則提醒皇馬
球員：「跟馬體會的次回合將難踢更多，
我們必須有完美表現……不希望功虧
一簣。」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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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預計陣容皇家馬德里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 基羅拿華斯基羅拿華斯
後衛後衛：： 丹尼路雷斯丹尼路雷斯、、沙治奧拉莫斯沙治奧拉莫斯、、華拉尼華拉尼、、馬些路馬些路
中場中場：： 卻奧斯卻奧斯、、卡斯米路卡斯米路、、莫迪歷莫迪歷
前鋒前鋒：： 艾斯高艾斯高、、賓施馬賓施馬、、CC‧朗拿度‧朗拿度

馬德里體育會預計陣容馬德里體育會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 奧比歷奧比歷
後衛後衛：： 基文尼斯基文尼斯、、盧卡斯靴南迪斯盧卡斯靴南迪斯、、高甸高甸、、菲臘路爾斯菲臘路爾斯
中場中場：： 恩歷克卡拉斯高恩歷克卡拉斯高、、沙奧尼古斯沙奧尼古斯、、基比基比、、奧斯華度加坦奧斯華度加坦
前鋒前鋒：： 基沙文基沙文、、加美路加美路

車路士昨日主場以3：0輕取
米杜士堡，再勝一場就可以鎖
定今季英超冠軍。
法比加斯今仗發揮出色，開
賽頭7分鐘就有兩次非常有威脅
的助攻，第一次他妙傳馬高斯
阿朗素，後者凌空射門擊中橫
樑，接着他左路橫傳也差點幫
主隊破門。之後迪亞高哥斯達
和尼曼查馬迪的入球都是由他
助攻完成。賽後，「車仔」35
戰積84分，領先本輪全失3分

的熱刺7分，下仗客場對西布
朗，如果獲勝將可以繼2014/15
賽季後再次問鼎英超。至於這
場失利也使米堡護級失敗，來
季降落英冠作賽。

迪哥揮手疑似道別
另外，迪亞高哥斯達上半場

首開紀錄後與現場觀眾作出了
揮手以及飛吻的慶祝動作，疑
似與球迷告別。不過「迪哥」
最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

的未來自己會作出決定，但這
並不意味着自己要前往中國。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中超土

豪天津權健已經向迪哥提供了
一份年薪3000萬歐元的轉會合
同，而他們也很有信心將這位
英超頂級射手招致麾下。雖然
隨後車仔主帥干地和天津權健
都紛紛表示對此並不知情，但
還是有不少媒體認為迪哥前往
中超基本已成定局。

■記者梁啟剛

車仔踢米堡降班 贏多場封王英超
阿仙奴在上仗英超聯賽以2:0輕取曼聯後，

明晨將客戰修咸頓，這是「兵工廠」爭前四歐
聯參賽資格的關鍵一戰，球隊上下誓「修」贏
波3分。（LeSports HK應用程式、now621台
周四2：45a.m.直播）
阿仙奴在聯賽的目標是衝入前四名，目前兵

工廠積63分排名第6，距離排第4的曼城有6
分，與第5的曼聯只有2分之差，如果今仗能
在客場拿到這3分，兵工廠將在比賽場數相同
下以1分優勢壓倒曼聯，同時跟曼城的分差會
縮小至3分，距離歐聯區越來越近。
兵工廠避免21年來首次無緣前四，對於主帥

雲加而言很有可能既是救命稻草也是壓死駱駝
的最後一根稻草。
都說爭四的兵工廠惹不起，這話可是一點不

假。他們將陣式改為343後，上仗將曼聯砍
下，讓全隊士氣大振。在擊敗曼聯後，雲加表
示：「我們數字上仍有機會（爭前四），轉踢
三中堅後5戰3勝，球隊反彈了。我們將集中
贏取餘下的比賽，每一場都很重要。」

■記者梁啟剛

兵工廠誓「修」3分

勇士昨日在NBA季後賽中，客場以121：95大勝爵
士，以4：0的戰績晉級西岸決賽；勇士與騎士，依舊
是今年季後賽僅有2支不敗的球隊。
史堤芬居里交出全隊最高30分及7次助攻成績，基利

湯遜攻下21分；格連有17分、10個籃板及11次助攻大
三元表現；杜蘭特貢獻18分、6個籃板及5次助攻。
「我們有許多好手，永遠都不知道今仗上有火熱表現

的會是誰。」史堤芬居里賽後說：「我們只是試着傳
球，利用彼此製造空檔出手的機會，只要能做到這樣，
就會有許多好事發生。」
勇士首節就灌進39分，取得22分領先優勢。儘管爵

士第2節奮力追趕，曾將差距縮小到個位數，但下半場
勇士持續拉開差距，最終勇士以26分優勢大勝。8連勝
的勇士晉級西岸決賽，等待馬刺與火箭之戰的贏家，馬
刺與火箭目前各拿2勝戰成平手。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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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網壇美女昨日在馬德里網
球公開賽次圈相遇，23歲的布沙
爾以盤數2：1首次擊敗30歲的舒
拉寶娃。加拿大新星布沙爾賽前
批評曾服禁藥停賽的「舒娃」應
終身停賽，她表示球壇很多球手
都在賽前私下支持自己，取得很
大推動力。
這是布沙爾與舒娃於去年澳網後

首度碰頭，也由於不久前布沙爾形
容舒娃外卡出賽是「騙徒」，讓兩
人對決別具煙硝味。布沙爾贏波後
表示，「賽前許多球員私下祝福

我，很多甚至我從未交談。更收到
不少訊息，球員表示力挺我。這場
比賽不只為了自己打，同時也是為
其他人，我感受到無比支持。這代
表絕大多數人都力挺我所言，只是
不願說出。」
布沙爾又說，贏波重點還是在

網球本身：「很顯然這場比賽
中，有很多除了網球之外的事，
但我一踏上球場，我只想把重點
放在網球上。我們都這樣做了，
我們都全力奮戰。」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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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學生帕拉史泰希(左)因為長得與足球明星美斯十分相
似，竟然因此惹禍上身，近日被警方送進警局。原來是太多
人誤會他就是美斯而搶着合照，導致交通大亂，警方為了維
持秩序只好先將他「逮捕」。 網上圖片

贏「騙徒」舒娃
布沙爾：大家都撐我

■迪亞高哥斯達(右)疑跟球迷揮手道別。
美聯社

■米堡門將古辛(右)此戰慘遭三破「大細龍門」。
美聯社

■■居里居里((中中))帶領勇士又贏一場帶領勇士又贏一場。。美聯社美聯社

■布沙爾(左)
戰勝舒拉寶
娃。 路透社

■迪奧靴南迪斯

■沙治奧拉莫斯(左)將再次限制卡拉斯高
的發揮。 法新社

■■馬體會前鋒基沙馬體會前鋒基沙
文只能盡最後努文只能盡最後努
力力，，創造奇蹟創造奇蹟。。

法新社法新社

■■CC朗首回合朗首回合
三破馬體會大三破馬體會大
門門，，助皇馬遙助皇馬遙
遙領先遙領先。。

法新社法新社

■近4次與施丹(右)拗手
瓜，施蒙尼只取得1和3負
成績。 路透社

短訊

■艾禾卡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