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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得不到重用去年正式告別車
路士的穆罕默德沙拿，今夏以

破利物浦紀錄身價轉會，再戰英
超，旋即以優秀表現成為利記球迷
新寵兒。今仗倒戈，「埃及美斯」
即以入球來向舊會出口氣。第65分
鐘，今季加盟車仔後表現平平的泰
莫爾巴卡約高後場犯錯，這位法國
防守中場禁區頂攔截回傳時無力一
腳，卻變成烏龍撞牆助攻，阿歷士
張伯倫再加一腳送前，沙拿入楔禁
區射入成1：0。

干地指對方行運力保不敗
干地賽後直言利記是靠這個「幸運
入球」才不用落敗，「我們準備了相
應戰術，先穩住後防，尤其上半場。
利物浦根本很難有入球機會，己隊下
半場亦控制住戰局，利物浦幸運入球
了，結果就是一場和局。」干地亦讚
揚麾下「不想輸的比賽態度」是球隊
和波的關鍵。高洛普卻認為，己隊是
欠運的一方，「球員今仗大部分時間

的表現，都讓我感到高興。一切都很
好，直到韋利安的那記傳中。」

高洛普嫌藍軍戰術保守
高洛普指的是甫後備入替即於85分

鐘建功的巴西翼鋒韋利安，後者當時
於右路禁區邊一記既似傳中又似射門
的半傳半射，皮球急勁曲墜彎向遠
柱，死角入網。高洛普認為，車仔今
仗全力防守，有球便送給夏薩特打反
擊，戰術較他預期的保守。而己隊關
鍵時刻亦「欠缺了一點運氣」，在臨
失球前他正要換人改變戰術，但「球
證沒允許我們（及時調動）。」
韋利安賽後亦承認，入球是帶點幸

運，然而強調那絕非傳中，「我保
證，那是一次射門。是有些運氣，皮
球正好死角掛網而入。很高興有機會
落場，和隊友一起改變了賽果。」賽
前分別落後榜首曼城9分及12分的
「藍軍」跟利記是役各得1分，各自
的聯賽4連勝及3連捷勢頭也告一段
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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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前在聯賽榜第2位落後曼城8分的曼聯，
25日晚英超聯賽主場迎戰「升班馬」白禮頓，
直到第66分鐘，艾舒利楊格禁區外射門，皮
球「省」中白禮頓後衛李維士鄧克改變方向飛
入龍門死角，助「紅魔」贏1：0，拿下3分。
曼聯開季主場7連勝，於奧脫福作戰各項賽事
跨賽季連續39場不敗。紅魔領隊摩連奴賽後
指不介意一球小勝，又反擊近日外界對球員的
批評，「他們付出了一切，不該遭到這麼差的
劣評。」 ■綜合外電

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昨凌晨「紅藍大戰」，最終以各入1球

打和落幕。利物浦當紅前鋒穆罕默德沙拿下半場先破舊會大

門，韋利安完場前5分鐘一記半傳半射，結果卻變為今場替車

路士拿走1分的精彩入球。兩軍主帥都認為己隊都本該是勝出

的一方，「利記」領隊高洛普認為，「車仔」戰術保守，己隊

失分有欠運氣；「藍軍」教頭干地反指，利物浦是靠運才保到

今仗主場不用輸。

穆罕默德沙拿現時以10個聯賽「士哥」成
為利物浦本賽季首席射手，回想他在車路士未
獲時任領隊摩連奴重用，連續兩個賽季被外
借，結果於去年落實轉會羅馬，及至今季再戰
英超。沙拿在「寸王」執教車仔時被借走，現
領跑英超助攻榜的曼城進攻靈魂奇雲迪布尼，
和協助曼聯重拾銳利鋒力的盧卡古，都是摩連
奴在位時被車仔賣走的。如今已轉掌曼聯的摩
佬今夏簽回盧卡古，亦間接印證了自己當年走
漏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寸王三棄將
現成英超紅人

不介意僅勝
摩佬反擊批評

昨日NBA常規賽，休斯敦火箭以117：
102反勝紐約人。火箭首節29：39落後10
分，第二節多點開花仍以58：61落後 3
分。第三節，火箭外線頻繁得分，以95：
74反先，最後一節火箭平穩得分，最終獲
勝。本場火箭球星夏頓27投12中，攻入37
分。另一場，金州勇士主場亦以110：95反
勝鵜鶘。史提芬居里上半場11投1中，下
半場重拾手感，全場貢獻27分和6次助
攻。 ■新華社

拜仁慕尼黑「三冠王」功勳老帥
軒基斯上月重掌兵符，率領拜仁復
甦，聯賽5連勝兼各項賽事連贏9
場，直到昨凌晨德甲第13輪作客
以1：2不敵慕遜加柏終告首敗。
拜仁後衛歷卡斯蘇尼上半場被判
後場禁區犯手球被罰12碼，杜根
夏薩特為慕軍主射入網，主隊到44
分鐘由馬菲亞斯真達再下一城。維
達爾在74分鐘以遠射追至1：2完
場。拜仁現只領先第2位RB萊比
錫3分。軒帥認為，己隊輸在上半
場速度太慢。
中場堤亞高艾簡達拿料休戰到明
年2月，洛賓又有傷，軒帥此戰前
場得利雲度夫斯基、占士洛迪古斯
（J 洛）和傷癒的京士利高文可
用，但後衛貝拿迪亞和J洛今場都
因傷退場。軒帥指J洛在跟對手頭

撞頭後有輕微腦震盪，還一度忘記
比數，現已無大礙。
多蒙特主場在領先史浩克04四

球下最終寡不敵眾遭逼和4：4，
「多仔」前鋒奧巴美揚被逐被視為
失分罪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據外媒報道，効力中超上海
申花的阿根廷球星泰維斯近日
已經返回阿根廷，而這還是發
生在申花方面正當要進行足協
盃決賽的前夕。阿根廷當地時
間25日晚，泰維斯突然現身
阿根廷的機場。要知道申花還
要與上海上港進行足協盃決
賽，但是泰維斯卻竟然提前離
營。暫未知泰維斯此舉是否代表着正式告別他在中超的職業
生涯，回流阿根廷聯賽。 ■綜合外電

軒帥吞敗9連勝告終 拜仁再損兩將

NBA常規賽直播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76人 對 騎士

●快艇 對 湖人

註：LeSports HK app○8:00a.m.及

●11:30a.m.直播。

火箭後發制「人」 NBA常規賽周六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巫師 105：108 拓荒者

76人 130：111 魔術

黃蜂 86：106 馬刺

鷹隊 78：112 速龍

溜馬 98：108 塞爾特人

火箭 117：102 紐約人

勇士 110：95 鵜鶘

小牛 97：81 雷霆

爵士 121：108 公鹿

帝王 95：97 快艇

傳泰維斯突離申花大營

伊卡迪起孖 國米強勢碌「卡」
今季重拾勁旅本色的國際

米蘭，於昨凌晨第13輪聯賽
憑藉當銳射手莫路伊卡迪梅
開二度，作客以3：1擊敗卡
利亞里暫登榜首（未計昨晚
拿玻里賽果）。明晨意甲，
阿特蘭大會主場鬥賓尼雲圖
（無綫網絡電視302台周二
3：45a.m.直播），西甲則
有愛斯賓奴主場對基達菲
（now632台周二4：00a.m.直播）。

前巴西國腳薛羅拔圖退役
前巴西國腳中場薛羅拔圖

昨日宣佈掛靴，今年43歲
的他曾効力利華古遜和拜仁
慕尼黑等德甲勁旅，近年已
回到巴西聯賽落葉歸根。他
曾為巴西國家隊上陣84場
入了6球。

短訊

■■韋利安韋利安((中中))一記似傳非傳一記似傳非傳
的射門為車仔扳平的射門為車仔扳平。。 路透社路透社

■■盧卡古盧卡古((左左))今季在曼聯重投摩帥麾下今季在曼聯重投摩帥麾下。。
路透社路透社

■拿杜為史浩克頂成4：4。
美聯社

■莫路伊卡迪(左)梅開二度。
路透社

■■沙迪奧文尼完場前一沙迪奧文尼完場前一
分鐘才入替分鐘才入替，，賽後向高賽後向高
洛普抱怨洛普抱怨。。 路透社路透社

■軒基斯(左二)回拜仁後首次落敗。 法新社

■泰維斯不辭而別？
資料圖片

■夏頓(右)領銜火箭反攻。
美聯社

皇家馬德里本賽季聯賽頻頻失分，25
日在西甲第13輪主場迎戰於護級漩渦
苦苦掙扎的馬拉加，「白衣軍團」縱有
葡萄牙球王C．朗拿度打破入球荒，今
季聯賽千辛萬苦攻入第二球，然而卻只
能險勝對手3：2。

皇馬險勝 施丹指斷纜太多
皇馬兩度被馬拉加扳平，僅僅依靠C

朗射入12碼、今季西甲個人9戰的第
二個入球，才驚險拿到三分。賽後針對
防線表現不佳的質疑。皇馬主帥施丹

說：「今天我們開場便取得入球，但隨
後出現一些平時並不常見的頻繁斷纜，
下半場局面變得艱難起來。」
今季西甲，C朗此戰前於逾半百射門

中只入得一球，施丹對C朗打破西甲連
續4場入球荒，終於取得今季第2個聯
賽入球感到高興。但當談到冬季會否補
強，施丹則答得模棱兩可：「目前我對
我的陣容很滿意，不過，屆時（明年1
月冬季轉會市場）一切都有可能發
生。」

■綜合外電

C 朗的宿敵美斯今季
則順風順水，這位阿根
廷球星日前跟巴塞羅那
續簽新合約，據傳除了
違約金暴增至7億歐元，
周薪上調後約合為50萬
英鎊（約520萬港元），
比 C 朗 的 36.5 萬 英 鎊
高，在歐洲足壇僅次於
巴黎聖日耳門的巴西射
手尼馬（傳周薪 53.7 萬
英鎊）。 ■ 綜合外電

■C朗「士哥」粒粒皆辛苦，入球後也現出
無奈表情。 路透社

美斯加薪 傳人工僅次尼馬

■ 巴塞主
席巴度美對
美斯留効感
欣喜。

路透社

■沙拿(左二)替利物浦先拔頭籌。 路透社

■■薛羅拔圖薛羅拔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