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玻里盼踏「燕」等奇蹟

利記佔盡先機
主場擺陣殺氣足 和波夠入淘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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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歐聯 薩克達 曼城 周四3：45a.m. C64/C203/ICM
歐聯 利物浦 莫斯科斯巴達 周四3：45a.m. C61/C201/ICM
歐聯 皇家馬德里 多蒙特 周四3：45a.m. C62/C202/ICM
歐聯 飛燕諾 拿玻里 周四3：45a.m. C63/ICM
歐聯 馬里博爾 西維爾 周四3：45a.m. ICM
歐聯 波圖 摩納哥 周四3：45a.m. ICM
歐聯 RB萊比錫 比錫達斯 周四3：45a.m. ICM
歐聯 熱刺 尼科西亞 周四3：45a.m. ICM
註：C為有線、ICM為有線流動版。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黃蜂 104：94 魔術
76人 101：115 太陽
溜馬 115：97 紐約人
鷹隊 90：110 網隊
塞爾特人 111：100 公鹿
公牛 91：113 騎士
灰熊 95：92 木狼
鵜鶘 115：125 勇士
小牛 122：105 金塊
馬刺 96：93 活塞
爵士 116：69 巫師

NBA常規賽直播賽程

(本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客隊
○勇士 對 黃蜂
●木狼 對 快艇
註：LeSports HK app○9:00a.m.
及●11:30a.m.直播。

利物浦近期大紅人非穆罕默德沙拿莫屬，這
位有「埃及美斯」之稱的25歲前鋒今季重

回英超賽場，上陣14次入了12球，在舊主車路
士面前吐盡烏氣，日前亦大熱當選為英格蘭球員
工會的11月英超最佳。另一位王牌鋒將法明
奴，則是球隊本屆歐聯首席射手，7場已有6球
入賬。這員巴西國腳日前聯賽梅開二度，幫助球
隊大炒白禮頓5：1，殺上積分榜前四位置。
領隊高洛普陣中還有善射罰球的菲臘比古天

奴和飛翼沙迪奧文尼，前線可謂人才濟濟。利
記順利在對上8場比賽中拿下6場勝利，其中
贏不到的歐聯比賽，於上輪小組賽遭西維
爾連追三粒逼和3：3，錯失提前晉級的機
會。不過，球隊仍掌握主動權，今仗和波肯
定晉級，贏波更可取得小組首名。首循環跟利物
浦踢成1：1的莫斯科斯巴達，此戰贏波亦可穩
奪兩個小組出線權的其之一席，但今季歐聯客戰
弱旅馬里博爾也贏不到，更遑論要在晏菲路搶
分。

高洛普滿意後防應急戰術
利隊今仗缺陣的，包括左閘艾拔圖摩蘭奴和隊

長兼中場佐敦軒達臣雙雙停賽，後衛尼達利基尼
跟中堅祖爾麥迪比亦因傷高掛免戰牌。日前試驗
過以中場韋拿杜姆和安利簡恩移後踢三中堅效果
不錯，相信高洛普會繼續這個應急的戰術。他滿
有信心地說：「很明顯（效果）不會完美，
但這些小伙子已準備好去應付新體系的
種種難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志達

歐聯16強可達
利物浦只需打和莫

斯科斯巴達，便夠分

躋身下圈淘汰賽。歐

洲聯賽冠軍盃明晨尾

輪分組賽，「利記」

不僅形勢佔盡先機，

而且更有主場球迷打

氣，球員心理壓力更

輕，從俄羅斯遠道而

來的莫斯科斯巴達相

信難望於晏菲路成功

絕地反擊。（有線

61 台 及 高 清 201

台、有線流動版周四

3：45a.m.直播）

英足盃抽籤
第三圈爆默郡打吡

利物浦歐聯衝出線在即，又要為本國足總盃賽事做
準備。昨天英格蘭足總盃完成第三圈的抽籤，利記籤
運欠佳，在64強便要主場跟愛華頓進行默西塞德郡
打吡，雙方下周便會在英超首循環率先交鋒。其餘主
要的第3圈戲碼，衛冕冠軍阿仙奴作客英冠諾定咸森
林、曼城主場硬撼英超對手般尼、曼聯主場對英冠打
比郡、車路士作客對英冠諾域治、熱刺主場對英甲

AFC溫布頓。第三圈賽事
將於下月 5日至 7日進
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志達

據西班牙《世界體育報》報道，2017
年歐洲金球獎將於本港時間周五凌晨揭
盅，而屆時C．朗拿度將大熱當選，並
會首度在巴黎艾菲爾鐵塔的頒獎儀式上
捧起他的第五座金球獎。
C朗今季西甲只入得2球，不過上賽
季戰績彪炳，協助皇家馬德里創造成功
衛冕歐聯冠軍的歷史，並成就了59年來
首個西甲及歐聯「雙冠王」。因此，C
朗今屆金球獎呼聲最高，可成功蟬聯這

項歐洲年度最佳球員的榮譽。C朗上屆
第四度贏得金球獎，主辦方《法國足
球》雜誌安排了在皇馬的班拿貝球場進
行頒獎。據報道，今次頒獎禮將安排在
法國巴黎著名地標艾菲爾鐵塔舉行，讓
場面看起來更加盛大。另西班牙盃16強
昨晚主要抽籤結果：皇馬對乙組紐文西
亞、巴塞羅那對切爾達、馬德里體育會
對丙組利達。

■綜合外電

棄上訴停賽三場棄上訴停賽三場
普巴錯過曼市打吡普巴錯過曼市打吡
天空體育報道，曼聯方面已決定不

為上場英超領紅牌的保羅普巴上訴，
法國人依例停賽3場，錯過周末曼市
打吡。上輪曼聯作客贏阿仙奴3：1的
英超聯賽，戰至第74分鐘時，保羅普
巴在中場帶球遭到了比利連搶斷，法
國中場卻十分魯莽地直接踩到了比利
連的腳面。球證認為這是不君子的粗
野犯規，遂直接驅逐普巴離場。紅魔
放棄上訴，意味着普巴依例要坐3場
波監，緊接火拚曼城的同市打吡將缺

少這員進攻主力之助。

榜首對決球證被指不利紅魔
曼聯周中歐聯以副選門將羅美路正

選把關，上仗屢救險球的迪基亞休
息。賽前記者會上「摩佬」被問到有
否跟比迪基亞更出色的門將合作過，
竟意外答道是「羅美路。他今仗會上
陣，我派上陣的永遠是最好的，所以
現在，羅美路是世界第一、卡斯度彭
利拿第二、迪基亞第三。」

另周末的曼市榜首戰已確定將由奧
利華執法，後者曾被批評針對曼聯而
偏袒曼城。2015年足總盃對阿仙奴，
當時踢紅魔的迪馬利亞向他抗議判和
拉他的衫，直接被罰離場。但他執法
曼城的比賽卻放過了祖赫特的頂頭挑
釁和高柏尼的偷襲。 ■綜合外電

C朗巴黎鐵塔捧金球獎？

昨天NBA常規
賽，衛冕冠軍金
州勇士以 125：
115 逆轉戰勝新
奧爾良鵜鶘。勇
士中場休息時以
49： 69 落 後 20
分。下半場勇士
展開反擊，第三
節一開始就打出
一波 15：0，最
終實現了大逆
轉。這是勇士本
賽季第二次在落
後20分或以上的
情況下翻盤，也
將他們的戰績提高到19勝6負。此役史提芬居里
攻入31分和11次助攻，但在比賽結束前1分鐘右
腳踝扭傷離場。「咖哩仔」的右腳踝在職業生涯
早期就受過傷，不過賽後的X光檢查顯示他這次
傷得不重。
克里夫蘭騎士則以113：91大勝芝加哥公牛，

豪取12連勝，賽季戰績暫為17勝7負，這亦是騎
士自2014-15賽季以來最長連勝走勢。路夫和韋
迪各為騎士貢獻了24分，勒邦占士則有23分入
賬。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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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玻里鋒將咸錫(中)作最後備戰。 資料圖片

■■朗尼下場聯賽便朗尼下場聯賽便
會作回巢愛華頓後會作回巢愛華頓後
的首場打吡較量的首場打吡較量。。

法新社法新社

■■史提芬居里(右)因傷退下火
線。 美聯社

■卡斯拿斯(右)今季歐聯的把關時
間不及荷西沙亞(左)多。 法新社

■■利物浦首席前鋒穆罕默利物浦首席前鋒穆罕默
德沙拿狀態極佳德沙拿狀態極佳。。 法新社法新社

■■莫斯科斯巴達中場施美度夫莫斯科斯巴達中場施美度夫((右右))
務求在邊路牽制着對手務求在邊路牽制着對手。。 美聯社美聯社 ■■法明奴今屆歐洲賽踢法明奴今屆歐洲賽踢

77場入了場入了66球球。。 法新社法新社

■■普巴接受三場波普巴接受三場波
監刑期監刑期。。 路透社路透社

■■奧利華將執法雙奧利華將執法雙
曼大戰曼大戰。。 路透社路透社

■■CC朗當選呼聲高朗當選呼聲高，，
可望捧起個人第五座可望捧起個人第五座
金球獎金球獎。。 法新社法新社

基奧斯比羅斯投熱拿亞
意甲熱那亞昨宣佈簽入自由身
前鋒基奧斯比羅斯。作為曾經的
意大利「金童」，今年30歲的羅
斯効力過曼聯、維拉利爾、費倫
天拿等多支球隊，但由於飽受傷
患困擾，職業生涯頗為不順。今
年4月，他為切爾達効力時再遇重
傷，季末離隊。

舒德偉將卸任NBA中國CEO
NBA主席蕭華昨日宣佈，舒德
偉將在NBA本賽季結束後卸任

NBA中國CEO（首席執行官）一
職。 46歲的舒德偉於2011年6月
起擔任NBA中國的CEO。在其任
期中，NBA成為了中國最受歡迎
的國際職業體育聯盟之一。

■新華社

短訊

■■舒德偉舒德偉

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分組賽明
晨進行餘下四組的尾輪火拚。F
組，意甲「一哥」拿玻里作客要贏
飛燕諾（有線63台、有線流動版
周四3：45a.m.直播），還要寄望
薩克達主場輸給已首名出線的曼城
（有線64台及高清203台、有線
流動版周四3：45a.m.直播），方
可奇蹟出線。
薩克達和拿玻里分別以9分及6

分排F組第2及第3，拿玻里若跟薩
克達同分將可憑較佳對賽成績踢後
隊出局，即是拿玻里今仗作客荷蘭
除要贏飛燕諾，還要寄望薩克達主
場全失3分給曼城。拿玻里日前被
祖雲達斯打破今季意甲不敗身，雖
然飛燕諾鐵定包尾出局鬥心成疑，
不過已穩奪首名的曼城作客烏克蘭
也未必搏到盡，增加了薩克達拿分
之機會。

卡斯拿斯傳有望踢英超
G組，葡超波圖主場對已篤定榜
尾出局的摩納哥（有線流動版周四
3：45a.m.直播），贏波可憑較佳
對賽成績力壓RB萊比錫，隨比錫
達斯晉級。波圖的西班牙門神卡斯
拿斯今季上陣時間減少，昨傳出他
獲英超紐卡素和利物浦的關注，下
月有望轉戰英超。熱刺和皇馬已確

定H組首、次名，多蒙特贏波基本
確定可力壓同分但球差少他們7個
的尼科西亞，以第3名踢歐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