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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第5輪明晨上演，皇家馬德里
坐鎮主場迎戰貝迪斯，「銀河戰艦」
在C朗解禁復出下，除了要繼續爭勝
向前列位置靠攏，還有望打破足壇連
續入球最多場次的紀錄。(now632台
周四4:00a.m.直播)
此前由於在西班牙超級盃首回合推

撞球證，葡萄牙球星C朗被禁賽5場。
不過，他終於等到歸來的時刻，已落
實續約的主帥施丹今仗肯定會安排此
子正選出場，以加強球隊疲弱的進攻
線。其實C朗在上周就代表皇馬出戰
了歐聯小組賽，當時他梅開二度率隊
取得大勝，可見其狀態相當出色。
另外，皇馬有望成為足壇連續入球

場次最多的球隊，目前為此，他們已

經連續73場入球，追平了巴西勁旅山
度士的偉績。施丹就表示：「要保持
這個紀錄最少需要攻入1球，但最重
要的是拿到3分。」
相比起來，貝迪斯近來的表現難言
出色，雖說取得2勝2負符合中游隊
水平，但兩場敗仗都是倒在維拉利爾
和巴塞羅那腳下，證明了該隊不擅與
強隊對抗，此番客戰恐凶多吉少。

新援受傷傳為巴塞慳千萬
另據西班牙《阿斯報》昨日報道，
巴塞的法國新援奧士文尼迪比利在上
輪西甲與基達菲的比賽中受傷，而巴
塞可能將因奧士文尼迪比利的受傷而
少支付其前東家德甲多蒙特一筆錢。

在巴塞買下奧士文尼迪比利的附加條
款中，包含了一條若奧士文尼迪比利
今季出場達到50場，巴塞將支付多蒙
特1000萬歐元的條款，奧士文尼迪比
利因重傷今季恐怕達不到50場的出
場，巴塞看來不用支付這1000萬歐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明晨意甲第5輪快車賽連場強強對
碰焦點仗，衛冕冠軍祖雲達斯主場
迎戰「紫百合」費倫天拿，前者開
季至今錄得全勝佳績，球隊實力和
狀態均更勝一籌，料今仗「拿」下
對手。(無綫網絡電視302台周四2:
45a.m.直播)
作為衛冕冠軍祖雲達斯依舊穩

健，儘管在歐聯小組賽不敵巴塞羅
那，但回到聯賽「斑馬軍團」仍是

無敵的，何況他們擁有一個無所不
能的保羅戴巴拿，阿根廷前鋒上仗
上演帽子戲法，目前以8球領跑射
手榜，狀態大勇，今仗料會繼續上
陣。開局2連敗後，費倫天拿此後
表現漸入佳境，上輪主場以2:1擊
敗博洛尼亞，取得2連勝。上季交
手，雙方在各自主場勝出，且看實
力和狀態更勝一籌的祖雲達斯今仗
在主場能否再贏費倫天拿。

拿玻里客戰拉素有惡戰
另外，領頭羊拿玻里遠征奧林匹克

體育場挑戰「藍鷹」拉素，勢必有惡
戰(無綫網絡電視303台周四2:45a.m.
直播)。拿玻里三叉戟荷西卡利祖、梅
頓斯和恩斯治尼十分有威脅，拿玻里
新賽季7場比賽取得20個入球，3人
包辦了11球，是球隊今仗贏波的重要
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跟勒邦占士傾轉會？
艾榮：不需向任何人交代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澳足盃 黑鎮城 西悉尼流浪者 今日5：30p.m. C64/T303
意甲 賓尼雲圖 羅馬 今日11：59p.m. T302
德甲 科隆 法蘭克福 周四0：30a.m. C61/C64/C201/

C203/FSP/n670
西甲 畢爾包 馬德里體育會 周四2：00a.m. n632
西甲 雷加利斯 基羅納 周四2：00a.m. n633
德甲 漢堡 多蒙特 周四2：30a.m. C61/C201/FSP/n670
德甲 緬恩斯 賀芬咸 周四2：30a.m. n671/FSP
德甲 哈化柏林 利華古遜 周四2：30a.m. n672/FSP
意甲 祖雲達斯 費倫天拿 周四2：45a.m. T302
意甲 拉素 拿玻里 周四2：45a.m. T303
西甲 拉科魯尼亞 艾拉維斯 周四3：00a.m. n631
西甲 皇家馬德里 貝迪斯 周四4：00a.m. n632
西甲 西維爾 拉斯彭馬斯 周四4：00a.m. n633
美職 阿特蘭大聯 洛杉磯銀河 周四7：00a.m. T302
美職 FC多倫多 蒙特利爾衝擊 周四7：30a.m. T303
美職 肯薩斯體育會 紐約紅牛 周四9：00a.m. T302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多蒙特料食硬漢堡
明晨德甲開打，漢堡主場迎戰德

甲頭馬多蒙特，後者在新賽季開咧
4戰取得3勝1和，更攻入10球0失
球，加上奧巴美揚等星將在陣，實
力明顯更勝對手，反觀漢堡近來遭
遇聯賽兩連敗，雖說今仗有主場之
利，但要踢和對手並不容易。
(now670、now Fox Sports Play、
有線61及201台周四2:30a.m.)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紐亞再傷明年復出
德甲拜仁慕尼黑門將紐亞日前再

次受傷，他已接受手術並缺陣至
明年1月才復出。德國《圖片報》
昨日報道說，不久前才傷癒歸隊的
紐亞再次受傷，而受傷的位置正是
剛剛痊癒的左腳。為此，拜仁隊長
可能要接受手術，並因此無法參加
比賽長達數月之久。 ■新華社

夏薩特讚干地有料
英超車路士球星夏薩特近日在接

受ESPN採訪時表示，主帥干地的
魔鬼訓練效果顯著，「車仔」隊員
每個心有靈犀，閉着眼睛都能在賽
場上和對手周旋。干地2016年夏天
上「車」後，「車仔」訓練中多了
一項特殊的戰術理解訓練，旨在提
升全隊在比賽中的默契程度。

■新華社

在上周末法甲第在上周末法甲第66輪巴黎聖日耳門對陣里昂的比賽中輪巴黎聖日耳門對陣里昂的比賽中，，

「「PSGPSG」」鋒線兩將尼馬和卡雲尼為爭奪鋒線兩將尼馬和卡雲尼為爭奪1212碼的主射權產碼的主射權產

生爭執生爭執，，引發媒體熱議引發媒體熱議，，而卡雲尼則稱這類事情在足球比而卡雲尼則稱這類事情在足球比

賽中很正常賽中很正常，，他和尼馬沒有問題他和尼馬沒有問題。。

C朗解禁復出 皇馬誓殺「迪」

祖雲達斯料「拿」下對手

艾榮昨日表示，在要求NBA球
會克利夫蘭騎士將他交易出去之
前，並沒有先跟騎士球星勒邦占士
商量過，因為他覺得為自己的未來
做決定時，不需向任何人交代。
7月時傳出艾榮要求騎士將他交

易出去的消息，早前騎士也將他交
易到波士頓塞爾特人，昨天艾榮接
受《ESPN》專訪，這仍然是主要
話題。被問到事前有沒有先告知或

跟勒邦占士商量時，艾榮表示並沒有。
「我認為在找出自己未來的方向時，你不欠任何人什麼

東西。」艾榮解釋：「這不是針對個人，我不是來這裡批
評任何特定人士或球隊，因為我對克利夫蘭只有愛。對於
我在那裡度過的時光，我心裡只有愛而已。」
先前在塞爾特人加盟記者會上艾榮就強調，要求交易並

不是對騎士有任何不滿；昨天他也進一步指出，並非如外
傳想要當球隊老大，只是想「磨練自己的技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短訊

前英格蘭隊名將、曼聯鐵衛
李奧費迪南昨日宣佈投身拳擊

項目，成為一名職業拳擊手。
快要迎來39歲生日的李奧費迪南是一名狂

熱的拳擊愛好者，他表示，自2015年1月愛
妻愛麗森因病離世後，練習拳擊有助於幫助
他放空頭腦，減輕悲痛。
李奧費迪南於2015年5月正式宣佈退役，

結束了自己20年的足球職業生涯。球員時
期，他最為輝煌的階段是在効力曼聯期間，
跟隨「紅魔」征戰454場，幫助球隊六次稱
雄英超聯賽，斬獲一座歐聯和一座世冠盃。
在英格蘭隊，李奧費迪南也為「三獅軍團」
出場過81次，攻入三球。
在退役後，李奧費迪南並未脫離足球行

業，而是做起了足球電視評論員，頻頻出現
在世界大賽的現場電視評論席上。當然，李
奧費迪南要想成為職業拳擊選手，就必須先
獲得英國拳擊監督理事會頒發的參賽許可
證。
李奧費迪南並非第一位由足球轉行拳擊的

運動員，此前錫菲聯球員活侯斯就由足球運
動員轉行做拳手，並於2012年在英國初中量
級拳擊決賽中擊敗對手，榮獲冠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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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爭射指爭射1212碼很正常碼很正常

萬花筒體壇

卡雲尼和尼馬爭奪12碼球權的風波持續
發酵，有消息稱，在上輪法甲結束後，兩
人回到更衣室後依然喋喋不休，還差點動
手打架，同時有媒體更指尼馬已取消對卡
雲尼社交平台的關注。而法國《隊報》昨

日更披露，兩人爭執皆因卡雲尼合同中有
最佳射手就可以獲得100萬歐元獎金的激
勵條款，而尼馬也可能有相關的條款，加
上尼馬一心想做「PSG一哥」，為此，兩
人爭奪12碼球權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
據英國《太陽報》報道，尼馬很重視罰12
碼權利，2010年還在巴西球會山度士時曾
因教練安排其他隊友罰12碼怒丟毛巾，結
果不久後山度士為安撫他便炒教練魷魚。
其實足球場上踢12碼球並無一定安排，
通常場上球員有共識誰射就行，也有不少球
隊有內定順序。尼馬前東家巴塞羅那射12碼
頭號順位就是阿根廷天王美斯，另一西班牙
豪門皇家馬德里也是給球隊一哥葡萄牙巨星
C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射手獎金成爭射起因？在17日進行的這場比賽離結束還有10
分鐘時，「PSG」由麥巴比贏得一個

12碼機會，當時「PSG」已經以 1球領
先，尼馬試圖從卡雲尼手中拿過足球，但
是遭到後者拒絕。而烏拉圭人在這次爭執
後卻將球射失，對方門將將其射門撲到橫
樑上彈出。「PSG」主帥艾美利賽後說：
「我們隊中有多名隊員都可以主射12碼，
包括卡雲尼和尼馬，他們需要達成紳士般
的協議來決定由誰主射。」
卡雲尼在那場比賽之後沒有接受採訪，
一天之後，他試圖淡化和巴西人的爭執，
「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會相信這些故事，
事實是，這樣的事情在足球比賽中發生是
正常的。我和尼馬根本沒有問題。他剛剛
加盟，肯定會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正如
從一開始我就提到的，我們都願意並積極

幫助他以最好的方式適應球隊，而且我認
為，尼馬已經證明了他能很快適應。」

媒體：12碼爭端早上演
作為尼馬的家鄉媒體，巴西媒體一直熱

衷於報道尼馬的相關消息，一間媒體掛出
了「尼馬和卡雲尼再次陷入爭吵」的大標
題，意指在8月20日「PSG」6:2大勝圖盧
茲的比賽中，類似的12碼爭端已經上演
過，而那是尼馬從西甲巴塞羅那加盟
「PSG」後的首個主場比賽。此外，在
「PSG」3:0勝聖伊天的比賽中，尼馬和卡
雲尼也有過爭12碼的現象，不過卡雲尼堅
持自己主射並操刀命中。巴西媒體評論
道：「比賽結果使得巴黎聖日耳門在積分
榜上領先，但引人注意的是兩名球員之間
的相互理解關係非常脆弱。」

巴西體育電視台評論員卡莫納認為，如
果尼馬繼續在球場上表現如此「自私」，
他與新隊友們的關係會變得疏遠，「我認
為這已經留下了陰影，展示出過於個人主
義的一面，如果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情
況會更加惡化。」環球體育網則更進一
步，直接稱呼此次矛盾為「自我戰爭」：
「顯然兩名球員相處得並不融洽。」

■新華社
■■卡雲尼(中)合同中有最佳射手獎金條
款。 法新社

■■卡雲尼(右)與尼馬(中)爭射12碼。
法新社

■李奧費迪南宣佈打職業拳。 網上圖片

■■艾榮早前轉投塞爾
特人。 法新社

■■祖雲達斯球星保祖雲達斯球星保
羅戴巴拿羅戴巴拿。。路透社路透社

■■多蒙特鋒將奧巴美揚。 路透社

■■奧士文尼迪比奧士文尼迪比
利早前在比賽中利早前在比賽中
受傷受傷。。 路透社路透社

■■皇馬球星皇馬球星CC朗朗。。美聯社美聯社

■■外媒指尼馬曾外媒指尼馬曾
數次爭射數次爭射1212碼碼。。

法新社法新社

■■卡雲尼指與尼卡雲尼指與尼
馬之間無問題馬之間無問題。。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