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爛蒲朗尼
或需請假挽婚姻

朗尼早
前在太太
科琳懷孕
出外度假
期間瘋狂
蒲吧，鬧
出酒駕風
波兼被揭
「撩女」

疑雲。英國《太陽報》昨天報道，

科琳要求朗尼向愛華頓請特別假，
這位今夏才回巢的英格蘭前鋒未知
會否獲批准缺席一段時間，全力挽
救婚姻。

三獅門將湯希頓
肩傷料長期休戰
「三獅軍」英格蘭國家隊門將湯

希頓，日前在為般尼出戰英超聯賽
時肩部甩骹受傷，相信要休養一段
頗長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技術性擊倒對手 拿度美網第三度封王

巴塞開季對辦
歐聯燃戰火 美斯渴望攻破保方十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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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軍上季歐聯8強較量，巴塞意外地
兩回合遭零封，祖記以一勝一和晉

級，洗雪2015年歐聯決賽落敗之恨。兩
軍本球季聯賽開局同樣連贏三場，巴塞上
輪西甲同市打吡主場橫掃愛斯賓奴5：0，
衛冕意甲冠軍祖記則以3：0淨勝基爾
禾。整體上，巴塞三戰入了9球沒有失
守，祖記則入10粒失兩球，其中作客熱
拿亞險勝4：2，防線一度出現上季少見的
混亂。

「老婦人」中後場陣容不整
事實上，邦路斯今夏離隊難免會影響魔
祖記防線的穩定性，另一後防大將基亞連
尼縱已傷癒又難望趕及此戰復出，加上防
守中場基迪拉和馬治斯奧倦勤，一對中堅
貝拿迪亞和巴沙利是役所受的壓力相信也
不會小。巴塞重金簽入頂替尼馬的年輕翼
鋒奧士文尼迪比利上仗登場即有助攻，美
斯更是連中三元，開季鋒力對辦。
美斯跟祖記的阿根廷國足隊友保羅戴巴
拿開季同為入了5球，另一員祖記阿國射
手希古恩則有兩球入賬。不過，美斯歷來
正式賽事四次對陣祖記都未能攻陷保方把
守的大門，今次當然不想錯失破除心魔的
機會。

西甲打吡難得「踢早場」
另外，西甲賽會宣佈，巴塞首回合對皇
家馬德里的國家打吡將安排在當地時間
12月23日下午1時開賽，即本港時間晚
上8時。西甲打吡難得地「踢早場」，顯
然是為遷就亞洲球迷的看球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2017/18賽季歐洲聯賽冠軍盃足

球賽，小組正賽階段明晨燃點戰

火，首天即有矚目惡鬥，由巴塞

羅那迎撼上屆8強將自己踢出局的

祖雲達斯。兩軍開季聯賽同為三

連勝，然而巴塞在攻守方面發揮

得更為平衡，而「祖記」中後場

陣容不整，西甲班霸當然希望能

乘着季初的氣勢，報卻上屆遭

「老婦人」兩回合零封之仇，美

斯則更渴望能夠首嘗攻破保方十

指關的滋味。（有線64台及高清

203台周三2：45a.m.直播）

巴塞羅那預計陣容巴塞羅那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達史特根達史特根
後衛後衛：：尼爾遜施美度尼爾遜施美度、、碧基碧基、、

烏姆迪迪烏姆迪迪、、佐迪艾巴佐迪艾巴
中場中場：：拿傑迪錫拿傑迪錫、、布斯基斯布斯基斯、、恩尼斯達恩尼斯達
前鋒前鋒：：美斯美斯、、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奧士文尼迪比利奧士文尼迪比利

祖雲達斯預計陣容祖雲達斯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保方保方
後衛後衛：：列治史迪拿列治史迪拿、、貝拿迪亞貝拿迪亞、、

巴沙利巴沙利、、阿歷士辛度阿歷士辛度
中場中場：：比真歷比真歷、、馬度迪馬度迪
攻中攻中：：古達度古達度、、保羅戴巴拿保羅戴巴拿、、文迪蘇傑文迪蘇傑
前鋒前鋒：：希古恩希古恩

曼聯以歐霸
盃冠軍身份殺返
歐聯舞台，明晨
小組賽首輪主場
面對巴素利，這
支瑞士勁旅去年
參戰歐聯小組墊
底出局，想要在
奧脫福「夢劇
院」搶分的難度
極大。（有線
61 台 及 高 清
201台周三2：45a.m.直播）
曼聯英超開季三連勝勢頭日前被史篤城逼

和2：2告一段落，然而盧卡古今夏加盟為
球隊鋒線注入的活力仍在。首征歐聯正賽的
比利時「魔獸」及其身後的米希達利恩和保
羅普巴等好波之人都有上佳狀態，巴素利作
客要取分十分困難。巴素利6年前歐聯對紅
魔取得過1勝1和，但去年歐聯小組得兩分
包尾出局，遇上過去18個歐戰主場14勝4
和不敗的曼聯，預料此戰也難望全身而退。
紅魔領隊摩連奴表示，有心理準備歐聯首

戰不會易應付，「但我們主場沒有不勝理
由。」另他又慨嘆費格遜2013年退休後紅
魔「毫無進步」，暗諷前任莫耶斯和雲高爾
領軍不力。被問到執教生涯最喜歡的球員，
他直言「或許沒人比馬迪更好了。」難怪
「摩佬」今夏從舊會車路士挖來這員塞爾維
亞防守中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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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水晶宮的法蘭迪保亞和中超上
海申花的普耶，兩位足球教頭昨日都
失去了「教職」，他們都只上任了不
長的時間，法蘭迪保亞更只是6月份
才獲聘，但聯賽開季四連敗戰績糟
糕，球會決定極速易帥。

前荷國腳四連敗即落鑊
今年47歲的法蘭迪保亞是荷蘭前著

名國腳守將，掛靴後重回阿積士掌
帥，領軍於2010/11至 2013/14年完
成荷甲四連冠。去年他接手國際米

蘭，最終與球會管理層不歡而散。今
夏他獲聘為水晶宮主帥，但英超開季
四連敗，會方昨決定果斷易帥。
另外，隨上海申花遭遇中超聯四

連敗，綠地申花11日宣佈批准主教練
普耶的請辭。同時，球會技術總監吳
金貴出任球隊主帥。普耶曾是烏拉圭
國腳，2004年退役後在英超開始了執
教生涯。2016年11月，申花宣佈與普
耶簽約，結果執教不過10個月便黯然
離開，其領軍下的中超成績單得6勝6
和11負。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水晶宮開季差 申花戰績不彰

法蘭迪保亞 普耶兩帥同日下台 意甲足球聯賽歐洲時間10日晚
第三輪角逐，憑恩莫比尼的「帽
子戲法」，拉素主場大勝AC米
蘭4：1，A米主帥蒙迪拿被批評
排錯陣兼未有及時換人。
蒙迪拿續用433陣式，但波連
尼、古度尼和蘇索的三箭頭上
半場受制於拉素盯防，表現低
迷落後兩球完半場，卻沒在換
邊後果斷及時換人，到55分鐘
才作出首個調動，且換入的是
非箭頭球員查漢奴古，安達施
華（前譯米基爾施華）被放在
後備席上。恩莫比尼全場三破A
米大門，這位意大利國腳另還
有一次助攻。
A米今夏大灑金錢買人，季前

被大為看好可重拾昔日王者風

采，但這場大敗又被打回了原
形，有意媒指「紅黑軍」最需要
換走的是蒙迪拿。恩莫比尼賽後
說：「不是很多球隊能在A米身
上攻入四球，我們正重返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恩莫比尼贈三球
A米排錯陣負拉素

德甲首位女球證搶焦點
德甲足球聯賽昨凌晨結束的一場

第三輪賽事，雲達不來梅作客跟哈
化柏林踢成1：1。比賽主球證史甸
侯絲成為德甲史上第一位執法的女
性主球證，她順利完成了自己首場
執法的德甲賽事。新加盟雲梅的中
國球員張玉寧缺席本場比賽。本輪
過後，雲梅三戰僅得1和2負。有
十多年球證經驗的史甸侯絲此戰
「實力搶鏡」，成為德甲賽場上首
位女性主球證，為慶祝這歷史時
刻，哈化柏林主場還向女球迷提供

了半價購票的優惠。
另外，多蒙特隊長兼左閘舒姆沙

上輪德甲對弗賴堡傷出，賽後證實
腳踝受傷，需要至少休戰六星期。

■綜合外電

■■盧卡古首次代表紅魔擔
綱征戰歐聯。 路透社

■拿度發揮出水準。
法新社■■拿度戰勝安達臣拿度戰勝安達臣，，捧起獎盃捧起獎盃。。路透社路透社

■■普耶引咎請辭。 路透社

■■美斯能否打破美斯能否打破
「「保方魔咒保方魔咒」？」？

路透社路透社

■■保方從未被美斯射破保方從未被美斯射破
過十指關過十指關。。 法新社法新社

■■希古恩上仗為祖希古恩上仗為祖
記建功記建功。。 法新社法新社

■■恩莫比尼恩莫比尼((右右))協助拉素大炒協助拉素大炒AA
米米。。 路透社路透社

■■法蘭迪保亞四連法蘭迪保亞四連
敗下台敗下台。。 法新社法新社

■■ 史 甸 侯史 甸 侯
絲絲((左左))執法執法
首 場 德 甲首 場 德 甲
賽事賽事。。

法新社法新社

短訊

■■朗尼朗尼((左左))會否申請休會否申請休
假假？？ 美聯社美聯社

上月重上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名
將拿度，昨日在美國網球公開賽男單
決賽，以6：3、6：3和6：4輕鬆擊
敗南非選手安達臣，職業生涯第三次
獲得美網男單冠軍。
同女單決賽相似，拿度同安達臣的
較量也是戰況一面倒，西班牙天王幾
乎沒受到對手真正的威脅。這個美網
冠軍也是拿度職業生涯第16個大滿
貫冠軍。目前，瑞士天王費達拿是網
球史上獲得大滿貫冠軍最多的男單球

員，共計19個，拿度以16冠名列第
二。
「這賽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經過
這麼多年傷病痛苦，今年終於又能打
出非常高的水準。能在紐約奪得本賽
季最後一個大滿貫非常高興，這裡的
觀眾非常熱情，讓我好像是在主場比
賽一樣。」31歲的拿度說。
賽後技術統計顯示，安達臣發球轟

出10個ACE球，拿度只有1個，但
拿度的武器庫更加豐富，全場共創造

了9個破發點，4次抓住機會，而對
方竟連一個破發點都沒有。此外，首
度打入大滿貫決賽的安達臣情緒也更
為緊張，非受壓失誤竟然有40個，
而拿度有11個。
昔日的瑞士公主、將年滿37歲的

軒芝絲再次煥發青春，同日女雙決賽
中她和中國台北選手詹詠然直落兩盤
擊敗對手奪冠，連同前一日拿到的混
雙冠軍，軒芝絲共拿到大滿貫單雙打
共計25冠。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