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足 狂牛公佈大軍名單
法國與西班牙兩國足公佈了最新一

期大軍名單，狀態出色的前鋒賓施馬
續因兩年前捲入友人涉以性愛片段勒
索法足隊友華布拿之事，繼續無緣國
家隊。法足主帥迪甘斯備戰下月友賽
的名單，有上次入選的前鋒超新星基利
安麥巴比等年輕新秀。至於「狂牛」
方面，在皇馬有上佳表現的中場艾斯
高與阿辛斯奧都有入選，車路士英超
冠軍左中場馬高斯阿朗素及法比加
斯，和曼聯中場安達靴里拉與桑馬達
都落選。

MK恩首膺曼聯年度最佳

米希達利恩昨天當選為曼聯年度最佳
球員，是這位阿美尼亞中場國腳首膺此
獎。另曼聯下周要踢歐霸盃決賽，周日
英超煞科戰對手水晶宮領隊艾拿戴斯支
持摩連奴派副選出戰的決定，認為英超
應為歐洲大賽將該場聯賽調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阿仙奴英超
聯爭前四形勢
被動，歐聯足
球賽連續 19 季
參戰的紀錄恐
斷纜。阿記前
隊長阿當斯在
近日出版的自

傳中指，雲加忌才阻他歸隊做助
教。「雲加可能認為我威脅性太
大。」他在自傳中寫道，2002年
當知道時任助教利斯該夏會退休
時，問雲加自己有否機會回去，
得到答覆是利斯「『不會退

休』，但該夏他就走了。然後我
再問雲加，他卻說已另有人
選。」阿當斯又透露，雲加曾在
2001年足總盃決賽輸波後將銀牌
掉進更衣室垃圾桶。

山齊士奧斯爾會留隊？
煞科戰前昨天記招，雲加表示自

己的去留5月之內便會有決定，至
於盛傳無緣踢歐聯兩大球星阿歷斯
山齊士和奧斯爾勢離隊，雲加稱不
認為他們會走：「首先他們仍未完
約，兩人言行上看上去是想留隊
的。」 ■記者梁志達

拜仁五連霸派對 歡送拿姆同沙比
德國甲組足球聯賽今晚球季煞
科，提前完成德甲五連霸創舉的拜
仁慕尼黑主場對陣要保歐霸位的弗
賴堡（有線64台及高清203台、
now Fox Sports Play、now670
台今晚9：30p.m.直播），之後會
舉行加冕派對。為拜仁上陣516次
攻入16球奉獻了整個職業生涯的
隊長拿姆，以及効力了拜仁3年的
西班牙中場沙比阿朗素，踢畢此戰
便會正式退役。
拿姆昨透露不排除會返FT格恩
踢業餘比賽。「我只是覺得職業生
涯結束了，」這位小時候曾於該隊
接受過青訓的2014年德國世界盃
冠軍隊長說：「我熱愛這（足球）
運動，不在乎什麼級別。」

漢堡迎撼禾堡爆護級大戰
至於德甲榜尾則已有兩隊篤定

降班，漢堡主場贏不到多兩分的
禾夫斯堡（有線61台及高清201
台 、 now Fox Sports Play、
now672 台 今 晚 9： 30p.m. 直
播），便要以倒數第3名身份踢
附加賽爭護級，尾4的禾堡不敗
即留班。
意甲，連破AC米蘭及祖雲達

斯的羅馬士氣大振，最後兩輪
全勝可以第 2名踢下屆歐聯正
賽，今晚作客誓破已護級成功
的基爾禾（無綫網絡電視 302
台今晚 11：59p.m.直播）。拿
玻里已鎖定第 3名的歐聯附加
賽資格，只差羅馬1分仍可挑戰
次席，明晨主場挾三連勝強勢迎
擊要爭上第6踢歐霸的費倫天拿
（無綫網絡電視302台周日2：
45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熱刺怒炒李城 普帥最大英超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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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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青盃 阿根廷U20# 英格蘭U20 今日3：30p.m. Le

日職 神戶勝利船 FC東京 今晚6：00p.m. C64/C203

世青盃 韓國U20 畿內亞U20 今晚7：00p.m. Le

德甲 拜仁慕尼黑 弗賴堡 今晚9：30p.m. C64/C203/FSP/n670

德甲 漢堡 禾夫斯堡 今晚9：30p.m. C61/C201/FSP/n672

德甲 多蒙特 雲達不來梅 今晚9：30p.m. C62/C202/FSP

德甲 賀芬咸 奧格斯堡 今晚9：30p.m. C63/FSP

德甲 科隆 緬恩斯 今晚9：30p.m. FSP

西甲 希杭 貝迪斯 今晚11：00p.m. n632

意甲 基爾禾 羅馬 今晚11：59p.m. T302

荷聯附 烏德勒支 海倫芬 周日0：30a.m. FSP/n672

西甲 拉科魯尼亞 拉斯彭馬斯 周日1：00a.m. n632

西甲 雷加利斯 艾拉維斯 周日1：00a.m. n633

荷聯附 阿爾克馬爾 格羅寧根 周日2：45a.m. FSP/n672

意甲 拿玻里 費倫天拿 周日2：45a.m. T302

西甲 西維爾 奧沙辛拿 周日3：00a.m. n632

法甲 巴黎聖日耳門 卡昂 周日3：00a.m. T303

法甲 雷恩 摩納哥 周日3：00a.m. n714

美職 FC達拉斯 聖荷西地震 周日8：00a.m. T303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Le為LeSports HK應用程式、n為now台、T為無
綫網絡電視。#為中立場。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今季英超聯周日煞科，未有定
案的是最後兩個歐聯名額，曼
城、利物浦及阿仙奴三隊只能活
兩隊。展望新賽季，英超聯賽會
日前宣佈修改「插水」罰則，從
2017/18賽季開始，逢有球員通
過假摔獲益的球員，將會被英足
總重罰停賽兩場。
過往「插水」通常會被罰黃

牌，今次英足總決定加重罰則，如
有任何球員插水成功博得12碼，
或令對方球員領牌等等的得益，在
賽後將會被秋後算帳，追罰停賽兩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熱熱刺確定第刺確定第22名結束本季聯賽名結束本季聯賽，，
上屆冠軍李斯特城則已護級上屆冠軍李斯特城則已護級

成功成功，，今場今場「「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最有入球最有入球
動力的是有望爭奪英超金靴獎的哈動力的是有望爭奪英超金靴獎的哈
利卡尼利卡尼。。這位這位2323歲英格蘭國腳開賽歲英格蘭國腳開賽
2525分鐘接應孫興民右路回傳離門分鐘接應孫興民右路回傳離門88
碼撞射得手碼撞射得手，，3636分鐘迪利阿里造就分鐘迪利阿里造就
孫興民孫興民1212碼外射成碼外射成22：：00。。李城換邊李城換邊
後由捷維爾追近比數後由捷維爾追近比數，，但但6363分鐘哈分鐘哈
利卡尼又近距離頂入利卡尼又近距離頂入，，之後孫興民之後孫興民
2525碼外勁射破網碼外勁射破網，，完場前哈利卡尼完場前哈利卡尼
兩度於禁區頂施射得手兩度於禁區頂施射得手，，職業生涯職業生涯
首次單場入首次單場入44粒粒。。

卡尼首嘗大四喜之餘卡尼首嘗大四喜之餘，，更超越了更超越了
2424球的愛華頓前鋒盧卡古及球的愛華頓前鋒盧卡古及2323球球
的阿仙奴球星阿歷斯山齊士的阿仙奴球星阿歷斯山齊士，，以以2626
個聯賽個聯賽「「士哥士哥」」登上今季英超神射登上今季英超神射
手榜頭名手榜頭名，，有望於周日作客侯城的有望於周日作客侯城的
煞科戰鎖定個人連續第二座金靴煞科戰鎖定個人連續第二座金靴
獎獎。。此外此外，，卡尼是英超第卡尼是英超第55人能連人能連
續兩季入到續兩季入到2525球球，，也是第也是第55位單季位單季
「「帽子戲法帽子戲法」」達達33次的英超球員次的英超球員。。
「「這是我首次單場入這是我首次單場入44球球，，是美好是美好

的時刻的時刻，」，」卡尼喜道卡尼喜道：「：「我本來是我本來是
嘗試入一兩球嘗試入一兩球，，到煞科戰再拚神射到煞科戰再拚神射
手獎的手獎的。。如今我處於領頭位置如今我處於領頭位置，，但但

還有還有11輪比賽輪比賽，，不能就此卻步不能就此卻步。」。」

孫興民破車範根入波紀錄孫興民破車範根入波紀錄
至於韓國射手孫興民此戰起孖至於韓國射手孫興民此戰起孖，，
斬獲今季各項賽事第斬獲今季各項賽事第2121球球，，打破打破
車範根車範根19851985//8686賽季為德甲利華古賽季為德甲利華古
遜攻入遜攻入1919球的紀錄球的紀錄，，成為歐洲球成為歐洲球
會歷來單賽季入波最多的韓將會歷來單賽季入波最多的韓將。。
66：：11亦是普捷天奴執教熱刺亦是普捷天奴執教熱刺33個賽個賽
季以來的英超最大勝仗季以來的英超最大勝仗，，至於他領至於他領
兵下熱刺最大勝仗則是今季英格蘭兵下熱刺最大勝仗則是今季英格蘭
足總盃大炒英冠的米禾爾足總盃大炒英冠的米禾爾66：：00。。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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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卡尼
已鎖定亞軍的熱刺於昨凌晨英超足球聯賽作客大炒李斯特城6：1，創造普捷天奴接手

執教3年以來的英超聯賽最大勝仗。哈利卡尼職業生涯首逢「大四喜」，在今屆聯賽神射

手榜上一舉超越盧卡古和阿歷斯山齊士搶上第1位，勢將英超金靴獎再一次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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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哈利卡尼職業生涯首次單場入哈利卡尼職業生涯首次單場入44球球，，

並有望成為今季英超神射手並有望成為今季英超神射手。。 法新社法新社

■■哈利卡尼哈利卡尼((左左))
為 熱 刺 頂 成為 熱 刺 頂 成
33：：11。。 路透社路透社

■曼聯中場艾舒利楊格(左)曾因
「插水」而遭到批評。 法新社

■孫興民(右)攻入兩球，協助普捷天奴(左)拿
下他執教熱刺以來的最大英超勝仗。 路透社

勢搶金靴獎

大帝平紀錄 11次入選NBA最佳一陣

■■勒邦占士追平入選次數勒邦占士追平入選次數
最多的歷史最多的歷史。。 美聯社美聯社

就在法國網球公開賽組委會拒
絕頒發外卡兩天後，舒拉寶娃獲
得作為溫網熱身賽之一的伯明翰
草地網球賽主辦方發給外卡，直
接參加正賽。舒娃因被查出服用
違禁藥物被禁賽15個月，上月底
重返賽場，因排名不夠復出後持
外卡先後參加了斯圖加特和馬德
里兩站比賽，分別止步4強及次圈
出局。這位曾於2004及2005年奪
得伯明翰網賽冠軍的俄羅斯前球
后說：「能重返伯明翰我感到很

興奮，這是我備戰溫網重要部
分，非常感謝草地網球協會給我
機會。」 ■新華社

短訊阿當斯指雲加忌才阻回巢路

舒娃獲伯明翰網賽外卡

■舒拉寶娃停賽復出後非議仍不
斷。 法新社

■■阿當斯在阿阿當斯在阿
仙 奴 甚 具 聲仙 奴 甚 具 聲
望望。。 美聯社美聯社

米希達利恩米希達利恩

■■拿姆拿姆((右右))
與 沙比阿與沙比阿
朗素今戰朗素今戰
是作為職是作為職
業足球員業足球員
的最後一的最後一
場德甲賽場德甲賽
事事。。

法新社法新社

■■漢堡前鋒基哥列漢堡前鋒基哥列
舒治舒治。。 美聯社美聯社

NBA昨天公佈了2016/17球季年度最佳陣
容，夏頓（火箭）、勒邦占士（騎士）、韋斯
布魯克（雷霆）、李安納（馬刺）和安東尼戴

維 斯 （ 鵜
鶘）入選最
佳 陣 容 一
隊。常規賽
戰績最好的
勇士無人入
選一陣。
夏頓（500

分）成為唯
一收到全部
100張第一陣
容選票的球
員，過去四
季三次入選
一陣。「大

帝」勒邦占士（498分）收到99張一陣票，追
平高比拜仁和卡爾馬龍11次入選一陣的紀錄，
並列NBA歷史入選最佳陣容一隊次數最多的球
員。今次一陣的另外3人都是第二次入選。
第二陣容包括3位首次入選的球員：公鹿的
阿迪圖昆保、爵士的高拔、塞爾特人的湯馬
士，另兩人是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和杜蘭特，居
里是第4次入選年度最佳陣容，杜蘭特則是第7
次。第三陣容包括公牛的占美畢拿、勇士的格
連、巫師的禾爾、速龍的迪羅辛與快艇的迪安
祖佐敦。是次最佳陣容由來自全球的100位記
者投票選出，其中一陣選票為5分，二陣選票
為3分，三陣選票為1分，每個陣容有兩後衛、
兩前鋒和一中鋒。
另外明早西岸決賽，場數領先2：0的勇士會
作客陣容仍不整的聖安東尼奧馬刺打第3場
（LeSports HK 應用程式周日 9：00a.m.直
播）。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