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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仔和波次名出線

紅魔反勝奪首名
摩佬激讚梳爾

■拉舒福特
拉舒福特((右
方) 射 入 奠 勝
球。 美聯社

曼聯（紅魔）在昨日凌晨的歐聯分組賽最後一戰中，即使比賽初段一度落
後，但憑着比利時前鋒盧卡古和「三獅」年輕鋒將拉舒福特各建一功，最終以

英超另一代表車路士
（車仔），昨晨與西甲馬
德里體育會（馬體會）賽
和 1：1，同一時間意甲
首都球會羅馬則以 1：0
小勝阿塞拜疆的卡拉巴
克，令羅馬成為 C 組首
名。只得次名的車仔，有
機會在 16 強碰上西甲豪
門巴塞羅那（巴塞）或
者法甲的巴黎聖日耳 ■夏薩特(左)稱面對巴塞也未驚過。
法新社
門 （PSG） ， 兩 支
同樣是攻力強橫，不過車仔領隊干地與中場靈魂夏薩特則揚
言「未驚過」。
干地說：「這是一個奇妙競賽，是最佳的賽事。若你想
晉級，若你想成為比賽中的主角們，就得準備好去面對最
佳的隊伍。我們的對手對着我們是不會感到高興的。」又
指英超有機會有五隊闖入 16 強，證明了這個聯賽水平極
高。夏薩特則指對PSG和巴塞相當熟識，但車仔也能做出任
何的東西來。馬體會主帥施蒙尼則指己隊「跌落」歐霸盃也不
是什麼大災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2：1 反勝來訪的莫斯科中央陸軍，取得 A 組首名。「魔帥」摩連奴直言贏波晉
級是好事，更大讚一度備受批評的英格蘭天價左閘勞基梳爾「極佳」，如今貴

PSG 兩連敗 高層好焦急

為首名，換言之曼聯下輪淘汰賽便有機會碰上同屬小組次名的拜仁慕尼黑（拜
仁）或祖雲達斯（祖記），隨時要硬撼這兩支歐洲勁旅。
至 14 年賽季以來，曼聯終再次闖入歐聯
自2013
淘汰賽階段，本來今仗輸波的話便有機會發生

同組三隊皆是 12 分的情況，但在落後一球後「紅
魔」眾將未有放棄，結果換邊後逆轉戰局，並奪得
小組首名。賽後摩連奴大感安慰說：「我真的很高
興，因我們不用在輸波後晉級，不用以差勁的表現
晉級。」這亦是紅魔在各項比賽中連續 40 場主場不
敗。同組另一場賽事，瑞士超球隊巴素利以 2：0 作

早在分組賽未開始前，外界早視B組只有PSG和拜仁
之爭，問題僅在於是哪隊首名晉級。最終 PSG 即使
「衰收尾」昨晨不敵拜仁 1：3，兩隊同積 15
分，但PSG仍以較佳對賽成績取得首名。
只是連同聯賽的新敗，這支豪門已
錄得兩連敗，球會主席暨 CEO
艾基拉菲表明「失望」，
要求己隊盡快收復失
地，重振雄風。艾基拉
菲說：「上半場我們確
是踢得不好，沒有在球
場上般似的。說真的，我對賽
果感失望，還有我們的低水準
表現──尤其是比賽頭 45 分
鐘。」
另外，拜仁球迷因不滿早前
作客安德列治時門票太貴，遂
在今場向場內投擲印有尼馬肖
■尼馬
尼馬((中)被 像的 500 歐元偽鈔洩憤。此舉
拜 仁 球 員 貼 或會令拜仁遭到歐洲足協處
身「 照 顧 」
。 分。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客擊敗六戰敗北的葡超賓菲加，取得 A 組次名的出
線資格。
摩連奴賽後讚揚英格蘭左閘勞基梳爾，指常因傷
缺陣的後者「非常、非常好」，又對包括
門將羅美路和梳爾等副選難得在昨晨首
發上陣但又有好表現大為欣
賞。「梳爾，進攻上非常、
非常好，對己隊大有貢獻。羅
美路是絕妙的門將，只因我們有迪
基亞，他才要坐在後備席上。（梳爾）
等待了很長時間，他一直都值得被派上
陣，對於沒踢球賽數月的球員，實在不易給
其機會。老實說，我對他的表現感到高興。」

不滿哥迪奧拿「放流料」

■勞基梳爾踢到抽筋躺地，要由隊友普巴幫手拉
筋。
法新社

另外，摩佬對本周日將要大戰曼城抱有微言，因
「藍月」領隊哥迪奧拿聲稱其中場大衛施華有傷，
摩佬直言對方只是在玩心理戰。他自己公佈的傷病
狀況則是如假包換的。而今仗繼續「有貨交」的法
國中場普巴，則表明「完全信任」各隊友，覺得就
算自己因上場領紅牌導致未能為周日「曼市打吡」
披甲，己隊也可爭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 盧卡古
盧卡古(( 右) 以踩射為曼
聯扳平。
聯扳平
。
路透社

歐霸小組煞科
副選「兵」迎「迪」
歐霸盃明晨進行小組賽尾輪火拚，焦點球隊
阿仙奴（兵工廠）、AC 米蘭和拉素俱已提前
一輪鎖定首名出線資格，今周有空間留力輪換
副選上陣，讓部分主將休息。
阿仙奴日前在英超以 1：3 不敵曼聯，英超
開季主場 7 戰全勝的金身不保。奧斯爾、阿
歷斯山齊士（A 山）等核心進攻大將身心或
需休息，因此明日凌晨主場對巴迪（now631
台周五 4：05a.m.直播）的歐霸盃比賽，正
好可讓領隊雲加好好輪換陣容。在 H 組中，
巴迪暫以 5 分排榜尾，但假如這支白俄羅斯
球隊能從兵工廠主場全取 3 分，便可趁同積 6
分的德甲科隆作客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紅星
（now633 台周五 4：05a.m.直播），兩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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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LeSports NBA 1台 ○ 9:00a.m. 及
LeSports NBA 2台●11:30a.m.直播。

勇士昨日宣佈，隊中主
將史提芬居里因傷將缺陣
下場對黃蜂的比賽，何時
能回歸賽場更是未定。居
里在前天反勝鵜鶘一役中
扭傷右腳踝，要撐住拐杖
離開球場，他隨後接受 X
光檢查。
勇士在聲明中表示，經
進一步核磁共振檢查後，
居里獲確診為右腳踝扭
傷，「核磁檢查顯示腳踝
固定，結構完整」，並表
示他將在兩周內再次接受
檢查。居里則在賽後採訪
時表示，當時他在比賽中
對抗黃蜂的後衛：「我想
進行偷襲，可是當我經過
對方時，被他的鞋子絆
到，然後失去控制。顯然
我的腳踝受傷了，但我想
返回球場，所以會盡早開
始康復療程。」
另外，雷霆在主場以
100:94 反 勝 爵 士 的 比 賽
中，其主將韋斯布魯克錄
得本賽季第七次「三
雙」，包括34分、14次助
攻和 13 個籃板，為球隊拿
下三連捷。
■新華社

禁俄羅斯參加平昌冬奧

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肥安較傾向執教球會

少必有一傷，從而肯
定拿到一個出線權。
另外，A 山等「廠
員」賽前兵分兩路，
■阿歷斯山齊士
阿歷斯山齊士((中)隨隊探望病童
隨隊探望病童。
。 網上圖片
造訪倫敦兩間醫院進
行探望。
在 E 組，阿特蘭大主場對里昂（now635 台 便可保住首名。
周五 2：00a.m.直播），兩隊都已出線，只
馬賽奪「堡」戰意濃
要阿特蘭大不敗或不以多於 2：2 之比數和波
都可鎖定首名。但要提防里昂近 5 個客場全
已鎖定 I 組首名的奧地利薩爾斯堡，明晨作
勝，今仗隨時有力反客為主。L 組方面，西 客次席的法甲「四哥」馬賽（now635 台周五
甲皇家蘇斯達主場對俄超辛尼特同屬首、次 4：05a.m.直播），馬賽贏波出線的機會才穩
名之爭（now630 及 668 台周五 4：05a.m.直 陣，今仗戰意甚濃。
播），面對近兩戰連敗的皇蘇，辛尼特不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居里扭傷腳踝 復出日未定

■ 史提芬居里(右)的傷勢較預期中
嚴重。

短訊

皇馬為禾特摩亞打氣
英冠護級球隊新特蘭的英格蘭年
輕前鋒鄧肯禾特摩亞，突然收到西
甲豪門皇家馬德里（皇馬）的打氣
信！原來 23 歲的禾特摩亞近來因接
受了膝蓋手術，至少要養傷到下
季，然而這個傷患之前已令他缺陣
長達 10 個月，令其球壇前途蒙上陰
影。他的前英格蘭足總高層父親近
日表示，收到皇馬寄來的打氣信，

朗拿甸奴擬明年掛靴
前巴塞羅那（巴塞）及巴西中場
巨星朗拿甸奴（細哨），昨日在一
個記者會中表示打算明年便從綠茵
場中引退。現年 37 歲的細哨，自離
開巴甲富明尼斯後已兩年未有班
落，他坦言明年將會專注在足球以
外的興趣上如音樂等，或許會和効
力過的球會如巴塞、AC 米蘭和巴黎
聖日耳門等踢些告別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朗拿甸奴
朗拿甸奴。
。 美聯社

再 會 爹 哋

■國際奧委會昨日宣佈禁止俄羅斯參加明年冬奧。

國際奧委會（IOC）昨晨宣
佈，因俄羅斯「系統性操縱反
興奮劑工作」，禁止該國代表
團參加明年 2 月在韓國平昌舉
行的冬季奧運會。但符合條件
的俄國運動員，仍可用「來自
俄羅斯的奧林匹克運動員」
（Olympic Athlete from Russia）的名義參加個人或集體項
目，不過任何儀式均不會出現
俄羅斯的國旗和國歌。
IOC 執委會於香港時間昨晨
在瑞士洛桑舉行的會議上作出
決定，立即暫停俄羅斯奧委會
的資格，但符合條件的俄國運
動員可用「來自俄羅斯的奧林
匹克運動員」的名義參賽，不
過其裝束只能標注這個名義而
不是俄羅斯代表。IOC 主席巴
赫表示，俄國運動員系統性使
用興奮劑是對奧林匹克運動精

意大利名帥安察洛堤昨日重申仍
想在球會任職的意願，但也表示未
來不排除在意大利國家隊工作的可
能。「肥安」在接受意國媒體採訪
時說：「正如我所說過，我希望在
球會工作，但並不排除未來在國家
隊任職的可能。我能肯定的是本賽
季我不會再工作了。」羅馬球星迪
羅斯則希望「肥安」能接掌意大利
國足。

並備有總監布達堅奴的簽名，令老
禾特摩亞大為感恩。

路透社

神「史無前例的破壞」，IOC
在宣佈制裁的同時也要劃清界
限，保護那些清白的俄國運動
員。他希望禁賽的制裁能給這
一醜聞畫上句號，並成為有效
反興奮劑鬥爭的「催化劑」。
IOC 強調，俄國運動員將在
「嚴格條件」下獲邀參加平昌
冬奧，詳細的邀請名單將由一
個委員會決定，其成員來自世
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和
IOC 等機構。此外，不允許俄
國體育部官員出席平昌冬奧，
而曾任俄國體育部長的穆特科
和副部長納戈爾內赫更終身不
得參加奧運；也取消了索契冬
奧組委會首席執行官切爾尼申
科在北京冬奧協調委員會的職
務。IOC 還表示，保留對牽涉
其中的相關人員繼續採取措施
的權利。
■綜合外電

前車路士（車仔）中場艾辛
（左）昨晨忽然現身奧脫福球場
睇波，本來他跟「紅魔」是風馬
牛不相及，又為何會是席上客？
原來艾辛是專程來找前車仔主
帥、現為「魔帥」的摩連奴
（右）敘舊；同時艾辛也找了紅
魔傳奇人物卜比查爾頓「集
郵」。和兩位紅魔猛人合照並不
出奇，但教香港球迷感到有趣的
是，連艾辛也稱呼摩佬做爹哋！
他在 Instagram 留言：「很好能見

到爹哋摩連奴和偉大傳奇卜比
Sir。」看來不止「高登仔」會叫
摩佬做爹哋呢。
網上圖片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歐霸盃 阿特蘭大
里昂
周五2：00a.m.
歐霸盃 布拉格斯拉維亞 艾斯坦拿
周五2：00a.m.
歐霸盃 哥本哈根
舒列夫
周五2：00a.m.
歐霸盃 巴沙克舒希
布拉加
周五2：00a.m.
歐霸盃 賀芬咸
盧多格德斯
周五2：00a.m.
歐霸盃 阿仙奴
巴迪
周五4：05a.m.
歐霸盃 皇家蘇斯達
辛尼特
周五4：05a.m.
歐霸盃 索爾亞
畢爾包
周五4：05a.m.
歐霸盃 貝爾格萊德紅星 科隆
周五4：05a.m.
歐霸盃 馬賽
薩爾斯堡
周五4：05a.m.
註：now為now TV。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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