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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據美國《福布斯》商業雜誌報
道，男子網壇巨星費達拿超越高爾夫選手
活士，成為個人運動比賽中，獲得獎金最
高的運動員。隨費達拿在ATP年終總決
賽擊敗小施維列夫後，費達拿鎖定了年終
總決賽四強的席位，並且將職業生涯總獎
金提升到1.1億美元，也超越了高爾夫名
將「老虎」活士，成為體壇獎金王。至於
昨日舉行的ATP年終總決賽，在第一小
組第二輪的比賽中，保加利亞選手迪米杜
夫直落兩盤輕鬆擊敗來自比利時的七號種

子格芬，繼費達拿之後成為第二位晉級4
強的選手。

細威傳已出嫁
另據美國媒體昨日報道，美國網球女將

「細威」莎蓮娜威廉絲已於昨日與未婚夫
瓦尼安完婚。今年的美國網球公開賽期
間，細威在美國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市誕
下一女，此次同瓦尼安成婚，可謂好事成
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據英國《每日郵報》昨
日報道，在阿根廷國家隊比
賽中暈厥的英超曼城前鋒阿
古路預計能出戰本周末的聯
賽。 阿古路在阿根廷與尼
日利亞的友賽半場暈厥，之
後被送往醫院，好在並無大
礙。不過阿根廷隊醫維拉尼
在事件發生後提到了阿古路
過去的心臟問題：「他兩次
覺得不舒服，醫療記錄顯示
他在15歲的時候接受過手
術，我們希望確保這不是大
問題。」

馬斯真蘭奴傷停一個月
至於西甲巴塞羅那後防

線近來面臨困境，阿根廷中
堅馬斯真蘭奴將傷停一個
月。馬斯真蘭奴是在國家隊
比賽日阿根廷對尼日利亞的
比賽中受傷的。根據醫生檢

查的結果，他的右腿股二頭
肌肌肉纖維撕裂，或將缺陣
一個月之久。馬斯真蘭奴的
受傷也讓巴塞中堅位遭遇危
機；此前另外兩名中堅碧基
和烏姆迪迪在西甲賽場上已
分別累積四張黃牌，隨時有
停賽危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經過國際賽期後，聯賽戰火再開，德甲明晨將有比
賽舉行，史特加在主場迎戰多蒙特；多蒙特在各項賽
事近5次客戰史特加都能取勝，單看此賽績料「蜜蜂兵
團」可贏波「加」3分。(有線61及201台、now670台
及Fox Sports Play周六3:30a.m.直播)
史特加上輪客場負於漢堡，球隊主客場成績差異較
大。多蒙特上仗主場負於拜仁慕尼黑，近四輪沒有勝
績，並且輸掉其中三場。過往交鋒方面，史特加處於
下風，近五次主場面對多蒙特全部告負，單看此賽績
料「蜜蜂兵團」可贏波。
而且，多蒙特前鋒奧巴美揚賽前表示渴望入波：

「我之前踢了很多場比賽，之後就感覺到有些疲憊
了，經過國際比賽日的調整後，我終於感覺到自己的
狀態有所提升了。現在的我非常需要入球，這也是我
的工作。雖然外界對我的批評聲有些不公平，但我還
是要積極地面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澳職 布里斯班獅吼 墨爾本城 今日4：50p.m. C64/C203/T303
德乙 達斯泰特 辛特侯遜 周六1：30a.m. C64/C203
德甲 史特加 多蒙特 周六3：30a.m. C61/C201/n670/FSP
法甲 艾米恩斯 摩納哥 周六3：45a.m. T303
西甲 基羅納 皇家蘇斯達 周六4：00a.m. n632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n為now TV、T為無綫myTVSUPER。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在在俄羅斯世界盃歐洲區外圍俄羅斯世界盃歐洲區外圍
賽中賽中，，勁旅瑞典扮演了勁旅瑞典扮演了

「「巨人殺手巨人殺手」」的角色的角色——他們先他們先
是在小組賽中以淨勝球優勢力壓是在小組賽中以淨勝球優勢力壓
無冕之王荷蘭無冕之王荷蘭，，又在附加賽中兩又在附加賽中兩
回合淘汰了四屆冠軍意大利回合淘汰了四屆冠軍意大利。。那那
抹熟悉的橙色與藍色抹熟悉的橙色與藍色，，將不會出將不會出
現在俄羅斯世界盃的賽場上現在俄羅斯世界盃的賽場上。。
這是意大利這是意大利6060年來首次被擋年來首次被擋

在世界盃決賽周的大門外在世界盃決賽周的大門外，，藍衣藍衣
軍團上次無緣還要追溯到軍團上次無緣還要追溯到19581958
年年，，那屆世界盃恰好在瑞典舉那屆世界盃恰好在瑞典舉
行行。。老隊長保方的國腳生涯也在老隊長保方的國腳生涯也在
這場失利後畫上了句號這場失利後畫上了句號，，他國家他國家
隊的出場次數停留在了隊的出場次數停留在了175175次次。。
緊隨這位緊隨這位3939歲的傳奇門將歲的傳奇門將，，迪迪
羅斯等老臣也選擇脫下藍色戰羅斯等老臣也選擇脫下藍色戰
袍袍，，意大利將面臨新老換代的節意大利將面臨新老換代的節

點點。。
相比意大利的黯然出局相比意大利的黯然出局，，荷蘭荷蘭

的實力下滑更令人唏噓的實力下滑更令人唏噓。。這是繼這是繼
擴軍至擴軍至 2424 支的支的 20162016 年歐國盃年歐國盃
後後，，連續兩屆大賽中難覓橙衣軍連續兩屆大賽中難覓橙衣軍
團的身影團的身影。。與保方等老將一樣與保方等老將一樣，，
洛賓也宣佈從國家隊退役洛賓也宣佈從國家隊退役。。還有還有
擁有阿歷斯山齊士等黃金一代的擁有阿歷斯山齊士等黃金一代的
勁旅智利勁旅智利，，美洲盃的兩連莊王者美洲盃的兩連莊王者
在最後時刻失掉了世界盃入場在最後時刻失掉了世界盃入場
券券。。

分組抽籤下月分組抽籤下月11日舉行日舉行
有失意者有失意者，，自然就會有新面自然就會有新面
孔孔。。巴拿馬巴拿馬、、冰島歷史首次晉級冰島歷史首次晉級
世界盃決賽周世界盃決賽周，，埃及埃及、、摩洛哥摩洛哥、、
秘魯等球隊也是時隔許久後重返秘魯等球隊也是時隔許久後重返
世界盃大家庭世界盃大家庭。。

在在3232強產生後強產生後，，分檔情況也分檔情況也
隨之確定隨之確定。。3232支參賽隊將在分組支參賽隊將在分組
抽籤前被分成四個檔次抽籤前被分成四個檔次，，每檔每檔88
支球隊支球隊((見附表見附表))。。國際足協分檔國際足協分檔
的參考依據是各支球隊今年的參考依據是各支球隊今年1010
月的世界排名月的世界排名。。
根據規則根據規則，，排名前排名前77位的球隊位的球隊

以及東道主俄羅斯以及東道主俄羅斯，，將成為世界將成為世界
盃決賽圈盃決賽圈3232強分組抽籤的種子強分組抽籤的種子
隊隊。。他們分別是他們分別是：：俄羅斯俄羅斯、、德德
國國、、巴西巴西、、葡萄牙葡萄牙、、阿根廷阿根廷、、比比
利時利時、、波蘭和法國波蘭和法國。。
20102010年世界盃冠軍西班牙在年世界盃冠軍西班牙在
當期排名中位列法國之後當期排名中位列法國之後，，未能未能
成為種子隊成為種子隊，，而是落入到第二而是落入到第二
檔檔。。同時進入第二檔的前世界冠同時進入第二檔的前世界冠
軍隊還有烏拉圭與英格蘭軍隊還有烏拉圭與英格蘭，，再加再加
上三檔的丹麥與瑞典上三檔的丹麥與瑞典、、四檔的塞四檔的塞
爾維亞等勁旅爾維亞等勁旅，，雖然抽籤有迴避雖然抽籤有迴避
規則規則，，但世界盃小組賽還是可能但世界盃小組賽還是可能
出現不止一個出現不止一個「「死亡之組死亡之組」。」。俄俄
羅斯世界盃的分組抽籤將於下月羅斯世界盃的分組抽籤將於下月
11日舉行日舉行，，關於關於「「死亡之組死亡之組」」的的
猜測屆時便會揭曉猜測屆時便會揭曉。。 ■■中新社中新社

未能率領意大利晉級2018年俄
羅斯世界盃足球賽決賽周的老帥
雲杜拿昨日被解僱。意大利足協
召開緊急會議之後作出了這一決
定。前英超車路士和西甲皇家馬
德里主帥安察洛堤是接任雲杜
拿、重建意大利的熱門人選。
在世界盃外圍賽附加賽中，意

大利以總比分0:1被瑞典淘汰，
自1958年以來首次無緣世界盃決
賽周。儘管如此，69歲的雲杜拿
拒絕辭職。意大利足協在昨日發
表的聲明中說：「自今(昨)日起雲
杜拿不再是國家隊的主教練。」
根據意大利媒體的報道，雲杜拿
的合同本來將於2018年 6月到
期。在被解僱之後，他仍將拿到
合同期內的薪水。

足協主席繼續留任
意大利足協主席塔維奇奧則將

繼續留任，儘管外界希望他下課
的呼聲也很高。意大利足協在聲
明中說：「協會主席(塔維奇奧)在
會議上告知……他不可能辭
職。」 ■新華社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鷹隊 126:80 帝王

熱火 93:102 巫師

紐約人 106:101 爵士

灰熊 113:116 溜馬

木狼 98:86 馬刺

鵜鶘 116:125 速龍

黃蜂 107:115 騎士

雷霆 92:79 公牛

公鹿 99:95 活塞

拓荒者 99:94 魔術

湖人 109:115 76人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溜馬 對 活塞
○巫師 對 熱火

速龍 對 紐約人

騎士 對 快艇

網隊 對 爵士

公牛 對 黃蜂
●馬刺 對 雷霆

小牛 對 木狼

帝王 對 拓荒者

湖人 對 太陽

金塊 對 鵜鶘

註：LeSports HK app
○8:00a.m.及●9:00a.m.直播。

高洛普
入院治療虛驚一場
英 國
《每日
鏡報》
昨日消
息稱，
英超利
物浦主
帥高洛
普的身體感到不適，他緊急
前往醫院進行全方位的檢
查，虛驚一場的是，高洛普
目前沒有大礙，只是身體有
些疲勞。前不久，在國家隊
比賽賽期，在沒有球會比賽
任務的情況下，高洛普前往
了非洲參加一個慈善活動，
由於旅途奔波，加上對於氣
候、地理條件不大適應，這

讓高洛普的身體狀況出了一
些小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西甲下季
用視頻裁判技術
西班牙足協裁判技術委員

會昨日確認，從2018－2019
賽季開始，西甲將引入視頻
裁判技術。視頻裁判技術可
通過電視畫面幫助裁判對比
賽中的一些爭議時刻做出判
斷，包括皮球是否進門、進
球是否有效、犯規是否存在
等。這項技術此前已經在包
括德甲、意甲在內的歐洲多
個聯賽中得到使用。而英超
目前則使用門線技術以輔助
裁判判斷皮球是否進門。

■新華社

32強齊腳
隨着秘魯昨日淘汰新西蘭，登上俄羅斯世界盃尾班

車後，決賽周32強終於全部產生。意大利、荷蘭、智

利等傳統強隊未能突圍，巴拿馬、冰島首次晉級決賽

周。世界盃揭幕戰將於當地時間明年6月14日打響。

世界盃32強檔次
第一檔：俄羅斯、德國、巴西、葡萄牙、阿根廷、比利時、波蘭、法國

第二檔：西班牙、秘魯、瑞士、英格蘭、哥倫比亞、墨西哥、烏拉圭、克羅地亞

第三檔：丹麥、冰島、哥斯達黎加、瑞典、突尼斯、埃及、塞內加爾、伊朗

第四檔：塞爾維亞、尼日利亞、澳洲、日本、摩洛哥、巴拿馬、韓國、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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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達拿膺體壇獎金王

短訊

美大學籃球員中國行竊
UCLA：無限期禁賽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籃球員在中
國杭州行竊被逮獲釋返國，校方昨天召開記者會
宣佈，將繼續調查失格球員的罪行，並給予他們
無限期禁賽處分。UCLA籃球隊三名球星，包括
NBA湖人新星朗素波爾的弟弟安哲奴波爾、希
爾與埋賴利，本月初在球隊中國之行涉嫌行竊被
拘捕，經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講
情之下，三人才獲得釋放。

勒邦占士助騎士獲勝
至於昨日舉行的NBA常規賽中，「大帝」勒邦

占士拿下全場最高的31分，路夫也有22分，終場
助騎士以115:107獲勝，騎士戰績來到8勝7敗，勝
率高於五成。另外，自從「波神」米高佐敦接手黃
蜂成為老闆後，「大帝」面對黃蜂的戰績來到24勝
1敗，這是他面對聯盟各球隊中最佳表現。
另外，「大帝」真的人紅是非多！美國八卦媒

體昨日爆料，身為「大帝」母親格羅麗前男友的
邁阿密歌手蘭博，最近打算出書猛爆勒邦占士家
庭黑暗面，不過出書恐怕只是假動作，蘭博的用
意還是要跟勒邦占士
要「掩口費」罷了。
僅比勒邦占士大2歲
的蘭博，4年前傳出
跟格羅麗陷入熱戀，
直到今年才因偷食疑
雲，跟格羅麗宣告分
手，但先前他跟勒邦
占士家族人士走得很
近，得知不少內部負
面消息也屬正常，就
看他敢不敢爆出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秘魯眾將秘魯眾將((中中))慶祝擊敗新西蘭慶祝擊敗新西蘭。。路透社路透社

■■雲杜拿被解僱雲杜拿被解僱。。 美聯社美聯社

■■意大利意大利6060年來首次被擋在世界盃決賽周的大門外年來首次被擋在世界盃決賽周的大門外。。
美聯社美聯社

■■勒邦占士(左)運球上
籃。 美聯社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
3232強出爐強出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男子網壇巨星費達拿男子網壇巨星費達拿。。新華社新華社

■■阿根廷前鋒阿古路。
美聯社

■■利物浦主帥高洛
普。 路透社

■■UCLAUCLA昨日召開記者會昨日召開記者會。。路透社路透社

■■多蒙特前鋒奧多蒙特前鋒奧
巴美揚巴美揚。。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