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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二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速龍 89：90 熱火
雷霆 106：117 拓荒者
獨行俠 114：99 魔術
湖人 99：86 帝王

NBA常規賽周四賽程

(本港時間周五開賽)
主隊 客隊
76人 對 塞爾特人
○速龍 對 騎士
帝王 對 快艇
●湖人 對 馬刺
註：LeSports HK app
○9:00a.m.及●11:30a.m.直播。

曼城又曼城又行尾運

一支球隊的爭標元素，除了實力，不屈不

撓的戰意和運氣也是缺一不可。曼城今季多

番在臨完場前攻入關鍵「士哥」，昨凌晨英

格蘭聯賽盃準決賽首回合，後衛史東斯禁區

內犯規輸12碼，然而「藍月兵團」後來居

上，最終憑藉阿古路於補時第2分鐘頭槌奠

勝，以2：1絕殺低一級別的英冠分子布里

斯托城。哥迪奧拿的子弟兵今季已經是第7

次於第80分鐘之後入波完成絕殺或逼和對

手，當中有5球更是來自史達寧。

曼城於80分鐘或之後入球並成功絕殺或逼
和到對手，今仗是本賽季第7次。之前

的有英超主場靠史達寧入波逼和愛華頓1：
1，作客般尼茅夫亦是史達寧在97分鐘建功反
挫絕殺對手，這位英格蘭翼鋒在歐聯於88分
鐘一錘定音贏1：0，及後在反勝哈特斯菲爾
德2：1一戰史達寧在84分鐘奠勝，而去年11
月及12月先後絕殺修咸頓跟韋斯咸2：1，則
分別是史達寧在最後一刻入波及大衛施華在
83分鐘破關。總計曼城今季89分鐘之後的入
球便有10個。
曼城今仗全場沒放軟手腳發動猛烈進攻，

但未先破對手鐵桶陣卻反於44分鐘失守。曼

城中堅史東斯禁區內剷跌卜比列特被罰12
碼，後者親自操刀中鵠。曼城於55分鐘扳
平，奇雲迪布尼接應史達寧禁區右邊回傳，12
碼外勁射破網。藍月兵團之後繼續圍攻客軍，
終於在補時第2分鐘由貝拿度施華斜傳助攻後
備入替的阿古路搶點頂入，主場驚險報捷佔下
先機。

平隊史紀錄 哥帥：努力有回報
哥迪奧拿今季創造了英超18連勝的歷史，

而此戰則是曼城各項賽事主場的連續第16場
勝仗，追平了自1920/21賽季一直保持的隊史
紀錄。賽後他說：「己隊一直不斷地努力嘗
試，直到最後一分鐘攻入制勝一球，這就是
為何我們可在這樣的情況
下取勝。」哥帥坦言今
場比賽過程艱苦，「英
冠可能是世上最具競
爭力的第二級別聯
賽，這是他們能夠在
盃賽為其他球隊製造到
大麻煩之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西盃迎擊切爾達 巴塞有信心出副選

迪布尼帶動反撲士氣
大衛施華因要照顧早產兒子而再次請假，今

仗在西班牙核心缺陣下曼城想打破局面有點艱
難。今仗獲哥帥安排擔任隊長，奇雲迪布尼沒
有辜負期望。在球隊落後時，他沒有放棄帶領
起球隊的進攻，踢到55分鐘，他覷準對手後防
漏洞，帶球推到對方危險區域後分給史達寧，
後者橫傳交回給迪布尼射入扳平。比利時球星
的這個入球，亦燃起了藍月兵團的反撲士氣。

近8次聯賽盃落場，迪布尼貢獻了6個入球
和3次助攻，因此哥迪奧拿縱如何輪換陣
容，也多番讓他留守在陣容中。
另外，哥帥對於今仗擺出史達寧、貝拿度施

華和利萊辛尼的「無中鋒陣」，解釋說：「貝
拿度施華跟史達寧都可做好前鋒的工作，當然
是跟阿古路和加比爾捷西斯等人有點不同，
但照樣可出現於前鋒位置上。」 ■綜合外電

日期日期 賽事賽事 賽果賽果 入球者入球者((時間時間))
0909//0101//20182018 聯賽盃聯賽盃 主場反勝布里斯托城主場反勝布里斯托城 22：：11 阿古路阿古路((9090++22))
2727//1212//20172017 英超英超 主場反勝韋斯咸主場反勝韋斯咸 22：：11 大衛施華大衛施華((8383))
2929//1111//20172017 英超英超 主場戰勝修咸頓主場戰勝修咸頓 22：：11 史達寧史達寧((9090++66))
2626//1111//20172017 英超英超 作客反勝哈特斯菲爾德作客反勝哈特斯菲爾德 22：：11 史達寧史達寧((8484))
2121//1111//20172017 歐聯歐聯 主場戰勝飛燕諾主場戰勝飛燕諾 11：：00 史達寧史達寧((8888))
2626//0808//20172017 英超英超 作客反勝般尼茅夫作客反勝般尼茅夫 22：：11 史達寧史達寧((9090++77))
2121//0808//20172017 英超英超 主場逼和愛華頓主場逼和愛華頓 11：：11 史達寧史達寧((8282))

曼城今季最後曼城今季最後1010分鐘關鍵入球分鐘關鍵入球

身為田徑100米短跑世界紀錄保持者，去年退役的前牙買
加短跑名將「閃電俠」保特有意轉戰足球場，最近將到德國
參加試腳，目標是加入他的英超愛隊曼聯。
在贊助商安排下，今年31歲的保特3月將到德甲勁旅多蒙
特試腳，球迷未來或許有機會見識「地球上跑最快的男人」
踢球功力如何。

夢想為曼聯効力
「這將決定我的足球生涯會如何發展，如果球隊覺得我不
錯，需要一些怎樣的練習，我願意去練。」奧運八金得主保
特說：「參加測試使我緊張，我不是容易緊張的人，但足球
是不同領域。」他強調：「我最大的夢想之一就是加入曼
聯。我跟（曼聯傳奇教頭）費格遜談過，我告訴他需要他幫
我說些好話。他答我如果身體健康且準備好了，他會看看能
幫上什麼忙。」 ■中央社

3月赴多蒙特試腳
保特擬轉行踢波

前英格蘭國足隊長碧咸
不僅曾是綠茵場上的明
星，而今也是時尚界的達
人。美國媒體《女裝日
報》9日報道，碧咸近期
將聯合國際化妝品企業歐
萊雅（L'Oréal）推出系列
男士護膚品牌。
碧咸或受到太太啟發，

也打算在化妝品行業大顯
身手。據報，碧咸這系列
產品名為House 99，包括
21款男士美容護膚產品，
涵蓋美容、美體、護髮、
剃鬚等產品類別，產品將
於3月1日在全球近20個
國家和地區發售。碧咸表
示，99代表1999年，該年
他長子出生，算是自己人
生的分水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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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美國職籃NBA常規賽，波特
蘭拓荒者「一哥」利拿特因腳傷缺
陣，「二哥」麥哥林挺身而出，於
第3節率隊頻頻得分，全場轟入27
分及送出 7次助攻，幫助球隊以
117：106力壓主場作戰的奧克拉荷
馬雷霆。韋斯布魯克得到22分，但
雷霆結果還是未能平反敗局，連輸
第二場。
達拉斯獨行俠以114：99頂翻奧
蘭多魔術，結束三連敗頹勢；邁阿
密熱火憑藉艾寧頓完場前0.3秒的上
籃絕殺，以90：89險勝多倫多速
龍。 ■新華社、中央社

拓荒者冇利拿特照掃「雷」

今
季
第

今
季
第
77
次
完
場
前
入
關
鍵
球

次
完
場
前
入
關
鍵
球

盃
賽
佔
先
機

祖
高
域
強
勢
回
歸

祖
高
域
強
勢
回
歸
：：

感
覺
極
好

感
覺
極
好

肘傷休戰了6個月的
塞爾維亞網球名將祖高
域，昨天在庫揚經典賽
以6：1、6：4擊敗世界
排名第5的堤姆強勢回
歸，直說感覺「好極
了」。
擁有12座大滿貫金盃

的祖高域狀況很好、滿
懷樂觀。這是去年7月他
在溫布頓網球賽男單8強
對戰捷克選手貝迪治、
因肘傷退出後首度出
賽。「我覺得好極了，
渴望回到球場上。」右
手臂戴着肉色護套上場
的他賽後說：「對手很
棒，讓我可測試自己恢
復的程度、先前的治療
有沒有在場上得到回
報。進展相當順利。」
這位現年30歲的前網壇
「一哥」，下周將投入
爭奪生涯第7座澳洲網球
公開賽金盃。

■中央社

史浩克04
鎖定賀芬咸射手烏夫
史浩克04昨日宣佈，現効力德甲對手

賀芬咸的德國前鋒烏夫將在今年夏天自由
轉會來投，簽約至2022年。今年26歲的
烏夫青少年時期受訓於科隆，職業生涯成
長於荷甲海倫芬。自2015年夏天加盟賀
芬咸以來，他各項賽事出戰71場，入了
28球。 ■新華社

■■奇雲迪布尼奇雲迪布尼
慶祝攻入扳平慶祝攻入扳平
一球一球。。法新社法新社

■■古天奴古天奴((右右))加盟巴塞加盟巴塞，，跟新隊跟新隊
友打招呼友打招呼。。 巴塞羅那圖片巴塞羅那圖片

■■哥迪奧拿執教的曼哥迪奧拿執教的曼
城城，，今季今季8989分鐘之後分鐘之後
已入了已入了1010球球。。路透社路透社

■■保特會否真的會成為職業足球員？ 路透社

■■巴塞中場保連奴巴塞中場保連奴((右右))上仗上仗
首回合有擔正首回合有擔正。。 法新社法新社

■■阿古路阿古路((右右))補時頂補時頂
入絕殺球入絕殺球。。 法新社法新社

■■史東斯史東斯((右右))剷剷
跌卜比列特輸跌卜比列特輸
1212碼碼。。 法新社法新社

■■麥哥林麥哥林((左左))盯防韋斯布魯克盯防韋斯布魯克。。 美聯社美聯社

■■碧咸拓展新業務碧咸拓展新業務。。 美聯社美聯社

■■祖高域久休復祖高域久休復
出出，，狀態不錯狀態不錯。。

法新社法新社

巴塞羅那在2018年的首場聯賽霸氣依
然，日前主場以3：0大破利雲特，繼續
領跑西甲群雄。明晨西班牙盃16強次回
合坐鎮主場迎戰切爾達，主帥華維迪料
會再派出副選陣，希望利用對方近來作
客發揮一般的弱點，奠定出線勝基。
（本港時間周五4：30a.m.開賽）
巴塞於首回合賽事只能跟切爾達踢成

1：1，今仗回師自己地頭，包括中場安
祖高美斯，後衛華美倫、迪治尼和首回
合建功的鋒線新星阿尼斯等二線兵，料
會再次獲輪換正選出戰。以1.6億歐元

破西甲紀錄轉會身價簽入的菲臘比古天
奴，因傷未來3周都無法進行首演。
切爾達上場聯賽主場戰和了皇家馬德

里2：2，現列第14位。他們近來客場表
現無以為繼，對上5次只得1勝1和3
負，另之前三訪魯營亦有兩次慘敗而
回，恐為球員留下不快的回憶。
昨凌晨西盃16強次回合，馬德里體育

會主場大勝丙組利達3：0，總比數贏
7：0晉級；華倫西亞主場贈拉斯彭馬斯
4蛋，兩回合計以5：1過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烏夫烏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