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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澳職 墨爾本城 珀斯光輝 今日4：50p.m. C64/C203/T303

德甲 漢諾威 史特加 周六3：30a.m. C61/C201/FSP/n670

法甲 聖伊天 斯特拉斯堡 周六3：45a.m. T303

英超 韋斯咸 李斯特城 周六4：00a.m. Le/n621

西甲 切爾達 雷加利斯 周六4：00a.m. n632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Le為LeSports HK應用程式、

n為now TV、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賽前已穩奪出線權的PSG今番
主場作戰於先失一球下，瘋

狂連追7球，以7：1怒宰蘇格蘭冠
軍些路迪。5場勁省24粒，PSG強
勢打破歷屆歐聯的小組賽入球紀
錄，多蒙特上屆以6戰入21球超
越皇馬、巴塞的20球舊紀錄書寫
歷史，短短一年紀錄便被PSG改
寫，這支法甲豪門在最後一輪更
有望可將入球數進一步提高。
有卡塔爾銀彈支持，PSG季前

以2.22億歐元從巴塞羅那撬得尼
馬，並用先租借及明年可以1.8億
歐元買斷的方式簽入超新星麥巴
比。連同2013年斥資6300萬歐
元羅致的卡雲尼，這個總值
4.65億歐元的史上最豪華鋒線
組合，協助球隊於今季法甲
13輪攻入43球，已超過他
們上屆全季入83球的一
半。而在歐聯，尼馬、
卡雲尼各省6粒，麥巴
比則有3球入賬，最貴
三叉戟的15個「士哥」，

甚至比今屆小組其餘31隊其中29
隊的整體入球數都要多。

主帥：尼馬出色非凡
「他就是如此非凡，」PSG主

帥艾馬利大讚尼馬說：「一些原
因令他今季缺陣了幾場，然而當
他以最佳的身體和心理狀態在
陣，就能踢出表現。」PSG是役
開賽1分鐘便被穆沙迪比利打破今
季歐聯清白身，尼馬8分鐘後即回
敬一球扳平，到22分鐘又藉一連
串精妙配合由尼馬完成最後一
擊。這位巴西當紅射手6分鐘後助
攻卡雲尼攻入成3：1，之後麥巴
比、馬高華拉堤、卡雲尼和丹尼
爾各入一球鎖定勝果。
同於歐聯B組，已提前出線的德
甲巨頭拜仁慕尼黑憑利雲度夫斯
基及杜利素各建一功，作客以2：
1力克比利時安德列治，惟尾輪要
贏PSG三球以上方可憑較佳對賽
成績反壓對手奪得首名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PSGPSG火力威震歐聯火力威震歐聯

巴黎聖日耳門（PSG）今夏以

破世界紀錄的2.22億歐元豪購

尼馬以及先租後買簽進基利安麥

巴比，跟卡雲尼組成貴絕足壇的

世紀鋒線。他們帶領PSG踢出

瘋狂的進攻足球，法甲13輪已

43度破網。而隨着昨凌晨大數

些路迪7：1，球隊更以5場入

24球創下歷屆歐洲聯賽冠軍盃

的小組賽入球紀錄，火力恐怖。

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黃蜂 129：124 巫師
騎士 119：109 網隊
76人 101：81 拓荒者
紐約人 108：100 速龍
熱火 104：98 塞爾特人
鷹隊 103：116 快艇
雷霆 108：91 勇士
木狼 124：118 魔術
灰熊 94：95 小牛
火箭 125：95 金塊
鵜鶘 107：90 馬刺
太陽 107：113 公鹿
爵士 110：80 公牛
帝王 113：102 湖人

NBA常規賽直播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塞爾特人 對 魔術
●木狼 對 熱火
註：LeSports HK app○8:30a.m.
及●(免費)9:30a.m.直播。

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昨凌晨分組賽第
5輪，車路士與巴塞羅那都提前一輪鎖定
淘汰賽席位，至此16強已定出8席。
面對遠道而來的英超衛冕冠軍，阿塞拜
疆歐聯新丁卡拉巴克開賽15分鐘都不落下
風，還曾射中門楣。但到21分鐘，卡軍隊
長薩德戈夫禁區內推跌韋利安，被逐離場
兼輸12碼，夏薩特一蹴而就。「車仔」得
勢不饒人，巴西翼鋒韋利安梅開二度，法
比加斯12碼中鵠，作客大勝4：0的車仔提
前從C組出線。
被問到韋利安出色的發揮時，車仔領隊
干地道：「相比談個別球員，我更想點評
整支團隊，我們要保持這股勢頭。當然對
韋利安來說，攻入兩球對他的信心以至全

隊都是非常棒的。」

保方除波褲送球迷
D組，西甲「一哥」巴塞羅那作客跟意

甲近績欠佳的祖雲達斯踢成0：0後提前出
線兼鎖定小組首名。早前緣盡世界盃決賽
周後黯然退隊的「祖記」意大利門神保
方，賽後除下波褲掟上看台送給球迷，但
球隊尾輪還要贏到奧林比亞高斯方可確保
出線。巴塞方面，主帥華維迪點名表揚救
出幾個險球的門將達史特根，「他總能作
好準備，假如沒完場前的關鍵撲救對方就
贏了。」
已出線 16

強的包括已鎖
定首名的巴
塞，英超曼
城、熱刺和土
耳其比錫達
斯；確定小組
第二的西甲皇
家馬德里；名
次未定的巴黎
聖日耳門、拜
仁慕尼黑和車
路士。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志達

車仔巴塞突圍 歐聯16強定8席

歐聯C組另一場，今屆歐聯表
現低迷的馬德里體育會主場以
2：0勇挫羅馬，保留一線晉級希
望。馬體會賽前於今屆歐聯得3
和1負，出線希望渺茫。本輪主
場背水一戰，近來飽受質疑的法
國前鋒基沙文用一記「車身」窩
利世界波入球為自己正名，打破
個人連續8場的入球荒。他又在
隨後為加美路送上助攻，助球隊
取勝。馬體會尾輪必須作客戰勝
車路士，同時羅馬主場不勝鐵定
包尾出局的卡拉巴克，方可取代
羅馬次名出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前美國國家體操隊隊醫納薩爾（Lar-
ry Nassar）昨日在一個地區法院的聽證
會上首次承認對7名女性進行性侵的多
項指控，將面臨最少25年的監禁。
納薩爾在密歇根州英厄姆縣的一個

聽證會上承認自己以「醫學治療」為
由，在他位於州首府蘭辛的家中或校
園診所，性侵犯了7名女性。據檢察官
指，納薩爾面臨超過125名女性對他發
起的性侵指控，其中包括幾名獲得過
奧運會獎牌的美國女子體操隊隊員。
現年54歲的納薩爾曾在美國體操協

會工作了30年，此前是4屆美國體操

奧運代表
隊以及密
歇根州州
立大學體
操隊的隊
醫。去年
12月，美國媒體《印第安納波利斯明
星報》爆出令人震驚的醜聞，稱有數
百名美國青少年體操運動員曾被教練
或體操協會工作人員等成年人性侵。
隨後不斷有受害者站出來指控嫌疑
人，其中就包括對納薩爾的性侵指
控。 ■新華社

涉性侵體操女將
美國前隊醫認罪

昨日NBA常規賽，奧克拉荷馬雷霆主場以
108：91擊敗衛冕冠軍金州勇士，勇士球星杜
蘭特回到前東家主場，噓聲中吞敗。杜蘭特
2016年離開雷霆，今仗除了有全場球迷噓聲
侍候，還有之後杜蘭特與前隊友「韋少」韋
斯布魯克正面交鋒時一度口角，讓緊張氣氛
逼近沸騰。
史提芬居里攻入全隊最高的24分，杜蘭特有

21分，惟勇士大部分時間處於落後。賽前兩連
敗的雷霆回勇，首席功臣韋少今仗貢獻34分、
10個籃板和9次助攻的準三雙復甦表現。

周琦NBA得分創新高
同日休斯敦火箭主場以125：95大勝金塊，

主隊的中國球員周琦攻入6分，創造今季登陸
NBA的單場得分新高。 ■新華社、中央社

雷霆回「勇」韋少勝杜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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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雲奴域有喜小豬快為人父
世界網

壇前塞爾
維亞「一
姐」伊雲
奴域，日
前在社交
網分享了
一張擺有三對大中小碼的鞋子，
並寫道指家庭將迎來新成員。這

意味着她和効力美國芝加哥火焰
的德國球星舒韋恩史迪加（小
豬），即將迎來二人的愛情結
晶。

里爾暫停比爾沙主帥職務
今夏大肆增兵現卻暫列法甲聯

賽倒數第二位的里爾，昨天宣佈
暫停比爾沙的主帥職務，但沒透
露原因。

短訊

■■麥巴比麥巴比((右右))突破些路迪防線突破些路迪防線。。路透社路透社

■■保方離場時脫下波褲。
法新社

■■韋利安(右)跟夏薩特慶祝入波。 路透社 ■■基沙文射入靚波顯功架。 美聯社

■■韋斯布
魯克 ( 左)
今場表現
遠較杜蘭
特 ( 右) 出
色。

美聯社

■■納薩爾承認控罪。
法新社

■■舒韋恩史迪加、伊
雲奴域迎接小生命。

■■尼馬尼馬((右右))射入扳平射入扳平，，揭開大勝序幕揭開大勝序幕。。路透社路透社

■■尼馬尼馬((左左))、、卡雲尼卡雲尼((中中))各建兩功各建兩功。。法新社法新社

■■戴利白蘭特戴利白蘭特((下下))走甩走甩
米高蘭治米高蘭治((上上))。。美聯社美聯社

■■摩佬甚為勞氣摩佬甚為勞氣。。路透社路透社

本輪前4連勝的曼聯昨凌晨歐聯足
球賽卻沒能延續連勝腳步，身處A組
的「紅魔」作客以0：1不敵瑞士巴
素利。另一場莫斯科中央陸軍以2：0
擊敗賓菲加。曼聯、巴素利和莫斯科
中央陸軍均有出線希望，然而紅魔只
要在最後一輪不以大比分（0：6以
上）負於莫斯科中央陸軍，就可無礙
晉級16強。

巴素利第89分鐘利用一記傳中絕
殺，荷蘭守將戴利白蘭特走甩米高蘭
治，後者窄角度射入空門。曼聯教頭
摩連奴賽後拒絕責怪個別球員，「因
為他們今天都踢得好好。」「摩佬」
強調，上半場己隊的表現「理應可領
先5：0」，「這樣的比賽10場中我
們可以贏下9場，唯獨餘下1場贏不
到今天卻發生了。」

數據上已表明對紅魔進攻十分重要
的法國中場保羅普巴，養傷兩個月後
連續第二場踢正選，是役67分鐘被
換出後，紅魔戰況急轉直下，摩佬解
釋，「他的身體很疲勞，需一定時間
休息。」「寸王」同時喜見之前重傷
的後衛馬高斯盧祖復出，「他全場比
賽都控制得很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