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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孖擒切爾達 登歐洲五大聯賽累積士哥王

C‧朗拿度領銜皇家馬
德里繼續向「雙冠王」
發起最後衝擊，在昨凌

C 朗又破紀錄

晨西甲足球聯賽補賽
中，葡萄牙「球王」梅
開二度協助球隊作客大
炒切爾達 4：1，正式榮
登歐洲五大聯賽歷史射
手榜第一位！「銀河艦

皇馬贏西甲錦標只差1分

隊」煞科戰作客馬拉加
只需不敗、拿到 1 分即
夠封王，重奪失落四個
賽季的聯賽錦標。

■ C 朗成為歐洲五大聯賽歷
來累積入球最多的球員，
來累積入球最多的球員
，成
就驕人紀錄。
就驕人紀錄
。
法新社

巴塞雙星老婆合資開舖

巴塞羅那西甲三連霸極可能
無望，因為下周一尾輪主場要擊敗伊
巴，也要寄望皇馬輸給馬拉加。據《每
日體育報》透露，巴塞主場煞科戰會為
即將卸任的主帥安歷基舉行歡送儀式，
去向這位領軍 3 年贏得兩次西甲及西盃
「雙料」冠軍及歐聯與世冠盃獎盃各一
座的功勳致謝。
巴塞疊埋心水備戰西盃決賽，而隊中
感情要好的前鋒雙星美斯和蘇亞雷斯，
他們的太太也在商場上做拍檔。美斯嫂
安東妮娜同阿蘇太太蘇菲亞今次合資在
巴塞市內開了一家鞋店，主要銷售阿根
廷品牌 Sarkany 的鞋。新店昨天開張，除
了美斯同阿蘇，和尼馬等一班巴塞隊友
到場外，前巴塞球星法比加斯也有攜眷
現身撐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C 朗(中)射成
射成1
1：0，早早為皇馬打開缺口
早早為皇馬打開缺口。
。 路透社

賽 10 分鐘
分鐘，
，C 朗禁區邊左腳勁射
朗禁區邊左腳勁射，
，皮
開球從主隊守將卡比爾雙腳間穿過直飛

入網。C 朗入波後憑 6 季英超及 8 季西甲中
入網。
460 場比賽攻入 367 球，打破英格蘭名宿占
美基夫斯於上世紀 50
50、
、 60 年代所創的 530
仗入 366 球紀錄
球紀錄，
，成為歐洲五大聯賽累積入
球最多的「
球最多的
「士哥王
士哥王」。
」。葡萄牙球王此戰
葡萄牙球王此戰 48
分鐘單刀破網起孖，
分鐘單刀破網起孖
，將紀錄刷新至
將紀錄刷新至368
368球
球。
對於自己狀態出色，
對於自己狀態出色
，C 朗識做地將功勞歸
於主帥施丹，
於主帥施丹
，他說
他說：「
：「皇馬總能在最後時
皇馬總能在最後時
刻奠勝，
刻奠勝
，施丹對球隊的管理很出色
施丹對球隊的管理很出色。
。我們
也有強大的陣容，
也有強大的陣容
，早前我們留了力
早前我們留了力（
（仍能
贏波）。」
贏波
）。」施丹也
施丹也「
「 回禮
回禮」
」 道 ：「
：「他
他 （C
朗 ） 狀態很好
狀態很好，
， 體力充沛
體力充沛，
， 今天不只入

球，還走上走落協防
還走上走落協防。」
。」施丹亦點名讚艾
施丹亦點名讚艾
斯高跑動積極，
斯高跑動積極
，為前中後三線起了串聯作
用。
切爾達前鋒伊亞高艾斯巴斯在 62 分鐘被
判 「 插水
插水」
」 領第二面黃牌離場
領第二面黃牌離場，
， 西班牙
《阿斯報
阿斯報》
》和《馬卡報
馬卡報》
》都認為皇馬守將
沙治奧拉莫斯當時確有碰到艾斯巴斯，
沙治奧拉莫斯當時確有碰到艾斯巴斯
，質
疑有誤判之嫌。
疑有誤判之嫌
。10 人作戰的主隊雖於 69 分
鐘由約翰古達迪追回一球，
鐘由約翰古達迪追回一球
，但 1 分鐘後賓施
馬即接應馬些路傳中近射中鵠回敬一球，
馬即接應馬些路傳中近射中鵠回敬一球
，
最後由卻奧斯鎖定勝果。
最後由卻奧斯鎖定勝果
。

不勝可收870
不勝可收
870萬
萬 馬拉加或放水
馬拉加或放水？
？
西甲 37 輪戰罷
輪戰罷，
，皇馬暫多巴塞 3 分，本

港時間周一煞科戰作客和到馬拉加已夠
分數捧走 2011
2011/
/12 年以來的首個聯賽冠
軍，強勢迎接下月歐聯決賽
強勢迎接下月歐聯決賽。
。施丹揚言
下仗不會只求和局：「
下仗不會只求和局
：「現在最重要
現在最重要
回復體力，
回復體力
，最後一戰不是要去想結
果，而是要全力擊敗對手。」
《 阿斯報
阿斯報》
》 稱 ， 皇馬 2013 年
從馬拉加簽入艾斯高時附帶
若皇馬西甲奪冠
若皇馬西甲奪冠，
，馬拉加可
多收 100 萬歐元
萬歐元（
（約 870 萬
港元）
港元
）獎金
獎金，
，質疑可踢風
流波的馬拉加今次會否
為錢「
為錢
「放水
放水」
」給皇馬
給皇馬。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安東妮娜(左)和蘇菲亞的新店開張大
吉。
美聯社

在昨日進行的意大利盃決賽中，祖
雲達斯憑丹尼爾和邦路斯上半場的入
球，以 2：0 戰勝拉素，不僅第 12 次

奪得該項賽事冠軍，也成為首支實現
意盃三連冠的球隊，爭做今季意盃、
意甲及歐聯「三冠王」先過頭關。
■ 祖記擊敗拉素
祖記擊敗拉素，
， 贏得意
大利盃冠軍。
大利盃冠軍。
路透社

祖記與拉素曾在2015年意盃決賽相
遇，當時祖記反勝2：1。今仗拉素在6
分鐘險些破門，巴爾迪基達在禁區左路
的窄角度攻門擊中門柱。12分鐘，祖記
打破僵局，阿歷士辛度左路起球，近來
狀態火熱的丹尼爾近距離凌空墊射，皮
球彈地後鑽入網窩。25分鐘，保羅戴巴
拿開角球，阿歷士辛度前點一蹭，邦路
斯門前快射破門，2：0。

主帥望乘勢鎖定意甲冠軍
下半場，拉素獲得多次破門良機，
但祖記門將尼圖表現出色力保不失。
比賽結束前，希古恩曾有一次單刀機
會，但未能將球射入。最終 2：0 比
分保持到了終場，祖記獲得今季三條
戰線上的首個冠軍，將在 21 日的意
甲比賽對陣克羅托內，只要戰勝對手
便可提前一輪獲得聯賽冠軍。

相隔 17 年 摩納哥重奪法甲冠軍
■摩納哥捧盃
摩納哥捧盃。
。 法新社

摩納哥昨日在補賽中主場
以 2：0 擊敗聖伊天，在還剩
一輪之下提前獲得今季法甲
聯賽冠軍，這也是球隊在
2000 年後收穫的首個聯賽冠
軍。
這場補賽前，摩納哥領先
僅剩一場比賽的巴黎聖日耳
門（PSG）3 分，並且手握
巨大得失球差優勢，而一場
和局便可鎖定冠軍。基利安
麥巴比和謝明的入球幫助摩
納哥圓夢，終結 PSG 過去四

季對聯賽冠軍的壟斷。

主帥認難留麥巴比
摩納哥主帥查甸賽後不忘
與巴黎聖日耳門作比較︰
「這是我教練生涯最重要的
錦標，摩納哥封王的價值是
PSG 封王的 4 倍，他們早就
習慣勝利。」不過被問到
「新亨利」基利安麥巴比的
前途，查甸也承認不能全都
留隊，今夏總有人會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短訊

圓荷甲冠軍夢 古積特掛靴
剛協助飛燕諾重奪荷
甲冠軍的前荷蘭國腳古
積特昨日宣佈掛靴。他
表示，「這是退役的最
佳時間，重返飛燕諾過
了非常美妙的兩年，今
■古積特功成身退
古積特功成身退。
。
季絕對是高峰，與飛燕
新華社
諾一同成為冠軍已夢想
成真。」36 歲的古積特在烏德勒支出道，事業
高峰在英超利物浦度過，兩年前返飛燕諾，日前

煞科戰大演帽子戲法，率隊相隔 18 年再贏聯賽
錦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收退賽大禮 拿度 16 連勝
昨日羅馬網球大師賽，世界排名第 4 的拿度持
續綻放紅土威能，在第 1 盤領先同胞艾馬格羅
3：0 時因對手左膝受傷退賽，得以 16 連勝姿態
晉級第 3 圈。女單次圈，頭號種子卻芭面對從外
圍賽晉級的干達維迪，以4:6及0:6爆冷輸波。卻
芭說：「大家都知我不擅長打紅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祖記主帥阿利基尼賽後表示，在贏
得意盃後希望再鎖定意甲冠軍，他
說：「現在我們將面對另一場重要的
比賽，在對克羅托內時，我們希望贏
得冠軍。對克羅托內的比賽會很艱
苦，我們需要贏得這場比賽，對這賽
季來說，這場比賽是決定性的，所以
我們需要球迷的幫助。我們要拿出同
樣的決心來面對克羅托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丹尼爾(右)射入領先。

法新社

羅美路勇救 12 碼
曼聯悶和修咸頓

騎士食「塞」先下一城

祖記捧意盃 三冠王過頭關

■勒邦占士
勒邦占士((右)謙稱隊友功勞更大
謙稱隊友功勞更大。
。 法新社

騎士昨日在 NBA 東岸決賽首戰作客以 117：104 擊
潰波士頓塞爾特人，勒邦占士攻下全場最高 38 分，賽
後他將勝利歸功於頻頻在禁區得手的路夫與卓斯坦湯
臣，「兩個大個子定調了比賽。」勒邦占士說。
騎士今仗甫開賽便反客為主，首節已領先 30：19，
完半場時更拋離對手 61：39，塞爾特人雖在第 3 節反
撲，惜無法將比分拉近。
「我為自己及整個團隊創造機會，希望能幫助球隊
贏波，我的隊友們打得很棒，尤其是兩位大個子定調
了這場比賽，表現棒透了！」勒邦占士賽後說道，
「比賽勝負在於戰術的執行，我的心態就是積極進攻
給對方防守端壓力，但其實我不覺得我們打得那麼
好，還有進步的地方。」卓斯坦湯臣此役拿下 20 分及
9個籃板，路夫則有32分及12個籃板。
塞爾特人明晨繼續坐鎮主場跟騎士進行第 2 場較量
（LeSports HK應用程式周六8：3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冷氣球場

■羅美路
羅美路((右)力保不失
力保不失。
。 路透社

2022 年世界盃足球賽主辦國卡塔爾，組委
會昨天為位於多哈的「哈利法國際體育場」
舉行完工儀式。經翻修和擴建，球場觀眾席
增至 4 萬餘個，更附設冷氣設備，讓球員可
在攝氏26度的氣溫下比賽。
路透社

曼聯昨日在英超今季倒數第二輪比賽作客和修
咸頓踢成 0：0，門將羅美路撲出一個 12 碼，為
曼聯立下頭功。今場對曼聯和修咸頓都沒太大意
義，「紅魔」已注定排第 6，修咸頓最高也只能
位居第 8。第 6 分鐘，艾歷拜利禁區外手球，但
球證甸恩卻吹罰紅魔 12 碼，加比亞甸尼主射，
被代替迪基亞把關的羅美路撲出。主隊之後加強
攻勢，羅美路多次化解危機。曼聯最好的機會來
自馬迪爾，他在71分鐘的弧線球中門柱彈出。

摩帥點名5小將踢煞科戰
曼聯最後一輪主場對水晶宮，主帥摩連奴點名
卡斯度彭利拿、麥湯文拿、杜安斯比、祖殊夏洛
普和薩克迪安尼 5 名年輕球員出戰。摩帥呼籲球
迷要支持他們：「當看到正選名單時，我希望你
們別殺掉我，希望球迷能支持球隊，原諒他們的
一些幼稚，原諒他們不夠自信。我希望(水晶宮
主帥)艾拿戴斯手下留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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