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職籃NBA洛杉磯湖人的傳奇人氣球
星高比拜仁去年高掛球鞋，湖人官網昨天確
認，高比曾使用的兩個球衣背號8與24，將
在美國時間今年12月18日退役掛封，當天
將是湖人主場對金州勇士的大戰。

樂天成勇士波衫贊助
另外，2015及2017年NBA總冠軍勇士，
昨天宣佈跟日本知名購物網站樂天公司簽
約，樂天成為球隊未來三年的球衣廣告贊助
商，據報贊助金額達到6000萬美元（約
4.67億港元）。這是NBA准許各隊伍在球

衣「賣廣告」後，勇士的新球衣廣告贊助
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歐聯C組首輪，車路士迎戰來
自阿塞拜疆的歐聯新軍卡拉巴
克，「藍軍」最終主場大勝6：
0。柏度洛迪古斯拔頭籌，新加
盟的25歲意大利右閘沙柏哥斯達
長途奔襲後離門30碼射出一記世
界波笠入網窩，歐聯首演即有
「士哥」，下半場「車仔」再有
艾斯派古斯、中場新援泰莫爾巴
卡約高和巴舒亞伊各入一粒，及
對方擺烏龍。由於周末聯賽對陣
阿仙奴，車仔領隊干地此戰沒強
陣出擊，比利時神翼夏薩特只踢

了半場。同組，羅馬主場與馬德
里體育會互交白卷。 ■綜合外電

美斯顯級數
終破保方十指關 新組合不減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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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霸盃 維拉利爾 艾斯坦拿 周五1：00a.m. n631
歐霸盃 賀芬咸 布拉加 周五1：00a.m. n635
歐霸盃 奧地利維也納 AC米蘭 周五1：00a.m. n632
歐霸盃 阿波羅利馬素 里昂 周五1：00a.m. n630/n668
歐霸盃 阿特蘭大 愛華頓 周五1：00a.m. n633
歐霸盃 阿仙奴 科隆 周五3：05a.m. n633
歐霸盃 馬賽 高耶 周五3：05a.m. n630/n668
歐霸盃 哈化柏林 畢爾包 周五3：05a.m. n632
歐霸盃 維迪斯 拉素 周五3：05a.m. n631
歐霸盃 皇家蘇斯達 洛辛堡 周五3：05a.m. n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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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鶴臣接水晶宮兵符
前英格蘭國足主帥鶴臣在賦
閒一年多後，昨獲英超水晶宮
任命為新任領隊，接替日前被
炒的法蘭迪保亞。今年70歲
的鶴臣曾在8個國家和地區的
15家球會擔任主帥，還執教過
英格蘭、瑞士、芬蘭和阿聯酋
等國家隊。

馬些路續約皇馬到2022年
皇家馬德里

昨宣佈，効力
球隊接近11年
的副隊長兼左
閘馬些路已跟
皇 馬 續 約 到
2022年。除了4
次西甲冠軍，

這位29歲巴西國腳還隨隊勇奪包括三次歐聯冠軍等
多項錦標。但另方面，他因為上仗故意踢對手，昨
被判罰西甲停賽兩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短訊

■鶴臣

美斯踢出「球王」風采，其阿根廷同鄉希古恩今仗卻黯然失
色。這員祖雲達斯前鋒下半場被換離場時，更向着巴塞球迷做出
了豎中指的不文手勢，或許會遭歐洲足協追究處罰。
另外，由於文迪蘇傑賽前被證實其傷勢不適合上陣，故此阿利
基尼今仗派上了20歲烏拉圭中場賓坦古亞正選披甲，表現僅屬
一般，然而此子在之前只曾一次後備上陣，有待累積更多大賽經
驗。而在祖記前場四人之中，是役表現最對辦的已算是保羅戴巴
拿，但4次埋門均無功而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巴塞今屆歐聯D組首輪硬碰祖雲達
斯，上半場互有攻守，到41分

鐘祖記右閘迪施基利奧傷出並換入史
杜拿路。美斯趁客隊調動臨完半場前
發動一次突擊，中圈拿球個人突破後
再跟蘇亞雷斯「撞牆」，最後於16碼
外左腳射地波貼右柱入網，職業生涯
代表巴塞第四次對上保方，終於首次
攻破這位頂級門神的十指關。
巴塞下半場再下一城，美斯帶球右
路殺入禁區橫傳，史杜拿路倒地解
圍，伏兵12碼點附近的拿傑迪錫左腳
射入，巴塞於56分鐘領先至2：0。祖
記士氣受挫，之後基本已讓巴塞控制
節奏。主隊69分鐘後場反擊，恩尼斯
達直傳助攻，美斯走位接應，面對兩
名敵衛橫推大位起腳，皮球14碼外飛
入龍門右下角。
巴塞今夏被挖走尼馬，原本他跟美
斯和蘇亞雷斯的MSN鋒線，換成奧
士文尼迪比利加入後的MSD三叉
戟，然而新組合不減鋒力，西甲開季
三連勝一掃季前西班牙超級盃遭皇家

馬德里雙殺的頹風。奧士文尼迪比利
和尼爾遜施美度兩員右路年輕新援是
役表現活躍，讓美斯更能從心所欲地
跑動製造殺機。

主帥讚半場領先神來之筆
「我感覺有他（美斯）在就會遇到

好事，」今夏接掌巴塞的華維迪賽後
高興地稱，作為主帥能有美斯在陣真
是幸福，「我們備受壓力，上半場將
結束時，美斯的入球是神來之筆。我
看不到對方防線有漏洞，不明白他是
怎樣入到球的。這球對之後的形勢十
分關鍵。」
祖記上屆歐聯8強兩回合沒失球下

以一勝一和淘汰了巴塞出局，今次再
度交手，他們防線除了已沒有轉會
AC米蘭的邦路斯，中堅基亞連尼和
防守中場基迪拉兩員大將也因傷缺
陣。教頭阿利基尼坦言，今仗落敗確
是無奈，「美斯是來自外星的球員，
真不可思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巴塞滅祖
美斯「球王」級數盡現，一手摧毀祖雲達斯防線，職業生涯終

於首次射破超級門神保方的十指關，而且一來就好事成雙梅開二

度。昨凌晨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美斯領銜巴塞羅那旗開得

勝，主場大炒陣容不整的「祖記」3：0，報卻上屆遭零封出局

之仇，力證即使今夏尼馬他投，巴塞新組合的鋒力依然不減。

希古恩不文手勢恐有手尾

以歐霸盃冠軍身份殺返歐聯正
賽的曼聯，昨凌晨A組主場以
3：0大勝瑞士巴素利，順利打響
頭炮，不過領先兩球後「紅魔」
一度放軟手腳，領隊摩連奴嫌球
員表現過於輕率，猶如在打遊戲
機的足球比賽。「寸王」又透
露，傷出的中場核心保羅普巴可
能需休戰數星期。

福仔「亮相戰」例入波
普巴踢了19分鐘便傷出，由費
蘭尼入替，「爆炸頭」35分鐘即
發揮制空力，接應艾舒利楊格傳
中頂入領先。紅魔換邊後8分鐘

再憑頭槌入波，盧卡古頂成2：
0，加盟後6場已入6球。戰至84
分鐘，後備入替的小將拉舒福特
射入鎖定勝局，亮相歐聯即建
功，事實上「福仔」之前在英
超、歐霸盃、聯賽盃和英格蘭國
際賽的亮相戰都能有入球。
「領先兩球後己隊一度停止了
認真踢球和作出正確決定，那段
時間猶如在打足球遊戲。」寸王賽
後點出己隊不足之處，又透露普
巴應該是肌肉受傷料休數周，然
而「我們（中場中）還有安達靴里
拉、卡域克、費蘭尼和尼曼查馬
迪。」■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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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日耳門（PSG）總值約合
43億港元的史上最豪華三叉戟，昨
於歐聯出陣即各有斬獲。憑尼馬、基
利安麥巴比入球和卡雲尼起孖，PSG
作客大勝蘇超些路迪5：0，B組首輪
順利全取三分。賽事中，尼馬不滿多
番遭安東尼拉斯頓粗野攔截，跟對方
爆發口角，在領先3：0的當時還做
出「贏三球」的手勢嘲諷該位18歲
小將，賽後亦拒跟對方握手。外媒
指，作為巴西現役頂級巨星，竟跟新
人作意氣之爭，有失大將之風。
同組的拜仁慕尼黑於日前德甲輸

波後反彈，主場大勝比利時安德列
治3：0。拜仁主帥安察洛堤領先
2：0後以低迷的湯馬士梅拿入替列
貝利，後者換離場時一臉不悅還掟
衫出氣，凸顯更衣室問題嚴重。拜
仁鋒將洛賓坦言，己隊今仗展現的
爭勝欲望還是未夠。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PSG三箭中的 尼馬失大將之風

車仔新兵長途奔襲世界波

■■美斯射成美斯射成11：：00，，終於攻破終於攻破
保方把守的大門保方把守的大門。。 美聯社美聯社

■(左起)費
蘭尼、拉舒
福特和盧卡
古 各 建 一
功。

路透社
■■沙柏哥斯達(左)攻入在車路士
的第一球。 美聯社

■■PSG(左)豪華鋒線(左起)尼
馬、卡雲尼和麥巴比均有斬
獲。 路透社

■■高比拜仁日前到訪海南，跟年輕人交
流。 法新社

■■希古恩只能期望歐洲足協從
輕發落。 路透社

■■列貝利離場時滿臉不悅。
法新社

■■美斯美斯((中中))梅開二度梅開二度，，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左左))跟奧跟奧
士文尼迪比利亦有上佳表現士文尼迪比利亦有上佳表現。。 路透社路透社

■■祖記後防老將巴沙利祖記後防老將巴沙利
((右右))領黃牌領黃牌。。 美聯社美聯社

■■保羅普巴接受保羅普巴接受
治療治療。。 路透社路透社

■■阿仙奴中堅梅迪薩卡聯賽開季還沒上過陣，今仗
或會擔正。 路透社

雲加領軍阿仙奴21年來首次無緣歐聯，本賽季只
能參戰歐霸盃，明晨分組賽他們主場迎戰德甲球隊
科隆，由於周末英超還有對陣車路士的大戰，加上
歐霸含金量不及歐聯，相信雲加今仗將會留力。
（now633台周五3：05a.m.直播）
日前「阿記」大勝般尼茅夫終止兩連敗，緊接英
超又遇到回勇的車路士，英國《鏡報》昨稱，從練
習陣容推測，雲加會收起多名主將，包括後衛哥斯
尼，中場奧斯爾，前鋒韋碧克跟拿卡錫迪等正選球
員都會避戰休息，而德國後防老將梅迪薩卡和前鋒
禾確特則預料將會獲得擔正的機會。科隆今夏有上
屆首席射手莫迪斯迪離隊，新球季即遭逢開季三連
敗，表現走樣，相信難望於英格蘭取分而回。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阿記歐霸出擊料留力

湖人證12月退役高比兩球衣

■■馬些路馬些路((右右))留効皇馬留効皇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