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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常規賽周三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黃蜂 111：115 獨行俠
溜馬 106：114 熱火
巫師 104：107 爵士
網隊 80：114 活塞
紐約人 119：122 公牛
火箭 121：112 拓荒者
灰熊 105：102 鵜鶘
公鹿 110：103 魔術
木狼 104：88 雷霆
金塊 97：110 鷹隊
勇士 106：125 快艇

NBA常規賽周五賽程

(本港時間周六開賽)
主隊 客隊
黃蜂 對 爵士
溜馬 對 騎士
巫師 對 魔術
鷹隊 對 網隊
○公鹿 對 勇士
木狼 對 紐約人
鵜鶘 對 拓荒者
金塊 對 灰熊
●太陽 對 火箭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U23亞盃 中國U23 烏茲別克U23 今日4：00p.m. FSP/n670
澳職 紐卡素噴射機 布里斯班獅吼 今日4：50p.m. C64/C203/T303
U23亞盃 阿曼U23# 卡塔爾U23 今晚7：30p.m. FSP/n670
德甲 利華古遜 拜仁慕尼黑 周六3：30a.m. C61/C201/FSP/n670
法甲 斯特拉斯堡 甘岡 周六3：45a.m. T303
西甲 基達菲 馬拉加 周六4：00a.m. n632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n為now TV、T為無綫myTV SUPER。
#為中立場。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車路士在聯賽的狀態比阿仙奴理想，
不過本賽季英超兩循環對壘都只能

打成平手，上周聯賽「車仔」作客跟兵工
廠踢成2：2。相隔數天兩支倫敦豪門在聯
賽盃4強再次短兵相接，今番阿記作客防
線退得更後，門將奧斯賓拿，中堅梅斯達
菲、張伯斯和賀丁做好了堅守任務，而全
場15次犯規亦比主隊多出8次。車仔全場
射門21次，6次射正龍門範圍，客隊卻只
得8次埋門3中目標，主隊始終還是未能
打破缺口。

干地：失機不應只怪前鋒
主隊翼鋒域陀摩西斯上半場右路窄角度
射門被奧斯賓拿撲到後中柱彈出。車仔射
手莫拉達下半場有幾次入球良機，先是禁
區外勁射被撲出，隨後右邊帶球推入禁區
窄角度施射，球中網側出底線。這位西班
牙國腳的入球荒已延續到第4場，且更是

多番門前失機，恐鬧信心危機。車仔教頭
干地拒絕責怪任何人，「人人都要提高，
入球不只是前鋒的任務。」他認為今仗無
失球下，次回合出線機會仍是五五開。
「己隊展現了可貴的團結性，並沒給對

手太多機會，球隊展現的精神和決心令我
很感滿意。」雲加賽後說：「打和不錯，
我們完成任務。次回合主場作戰，相信晉
級機會甚佳，當然我們也深知車路士是支
危險的球隊。」

韋舒亞又傷過 無緣下場聯賽
因禁賽被罰當看客的雲加，不時在觀眾

席上做出不滿球證吹罰的動作，下半場還
自言自語抱怨莫拉達每次倒地都是罰球。
「教授」賽後笑道：「我獲得不錯的招
待，坐的位置不錯。」至於之前飽受傷患
困擾的阿仙奴中場韋舒亞近月復出後表現
對辦，惟是役又告傷出。雲加透露，韋舒

亞是腳踝扭傷，縱然傷勢應該不太嚴重，
但相信將錯過周日鬥般尼茅夫的聯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費達拿領銜
澳網死亡半區

阿仙奴領隊雲加確認，今年26歲的法
國防守中場高基連將轉會西甲華倫西
亞，外媒稱轉會費為1,200萬英鎊。高基
連2008年加盟兵工廠，其間曾被外借他
隊，2014/15賽季開始漸受重用，對上兩
賽季英超都踢了逾廿場，但因養傷而影
響了其位置，今季英超只上陣6次。

兩軍主帥歡迎視像助判
另方面，繼兩天前白禮頓對水晶宮的
足總盃比賽，是役成了英格蘭足球史上
第二場採用視像助判系統（VAR）的比
賽，下半場客隊前鋒韋碧克在本方禁區
內防守法比加斯疑似犯規，球證艾堅遜
翻看片段以確定他不判12碼的決定是否
準確。兩軍主帥都對引進VAR系統表示
歡迎，其中雲加就表示：「整體上系統
的運作是順暢的，不過在決定是否判罰

12碼之間，隨着（翻看重播的）時間流
走，假如又回頭決定改判12碼的話會令
感覺有些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阿記防守奏效防守奏效
英格蘭聯賽盃足球賽4強昨凌晨戰罷首回合倫敦打吡，車路士全場佔優勢，創造了多

次好機會，但在阿仙奴堅固的防守面前卻入球無門，結果遭「兵工廠」悶和0：0，錯

失主場先機。今仗被禁賽的「阿記」領隊雲加在觀眾席上依然動作多多，他滿意球員

以團結戰意和穩固防守取得客場和局，認為出線形勢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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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和車仔
雲加做觀眾多動作：晉級勢佳

近來戰績不佳的皇家馬
德里仍舊深陷低谷，昨凌
晨西班牙盃足球賽16強
次回合，主場被西乙球隊
紐文西亞逼和2：2。儘管
近績不彰，主帥施丹賽後
證實，他已和球會續約至
2020年。
皇馬以兩回合計5：2
的總比數淘汰紐文西亞晉
級8強後，主帥施丹說：
「已經簽約了。」施丹自
擔任皇馬主帥之後取得夢
幻開局，率隊拿下了8座
冠軍獎盃。可是，本賽季
皇馬在西甲聯賽中已落後
巴塞羅那16分。

45歲的施丹說：「我很
享受每天的工作，當教練
就是這樣。我很難想像自
己兩三年後還在這兒做教
練，因為這一行不是那麼
穩定。我知道教練這行的
風險，即使續約了也不會
改變什麼。」

西盃和乙組仔
靠首回合過關
施丹今仗盡遣副選出

戰，雖然盧卡斯華斯基斯
梅開二度助皇馬兩度領
先，仍遭該乙組球隊扳
平，要靠首回合的優勢過
關。 ■新華社

德甲歇冬後周六凌晨重開，衛冕冠軍拜仁
慕尼黑將會承接強勢作客進襲利華古遜，然
而利華主場不易被攻破，兩軍言和機會不
細。（有線61台及高清201台、now Fox
Sports Play、now670台周六3：30a.m.直
播）
拜仁陣容不整，除了門神紐亞和中場堤亞

高艾簡達拿仍在休戰，後衛甘美治、曉姆斯
和王牌箭頭利雲度夫斯基也因傷上陣成疑。
今冬回巢的30歲德國國腳射手辛度華拿，有
望迎來歸隊後相隔10年的一線隊首演。
利華無傷兵問題，拜仁需提防上半季聯賽

有8個入球及4次助攻的里安拜尼，以及利華
今季9場不敗的主場鬥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德甲重開 拜仁硬碰利華

昨日美職籃常規
賽主場以 106：125
不敵洛杉磯快艇的衛
冕冠軍金州勇士球星
杜蘭特跨越了職業生
涯兩萬分的里程碑。
杜蘭特說：「我剛進
入NBA時，給自己
確定了拿到賽季最佳
新秀的目標，然後還
曾給自己確定場均
25分的目標，但從未給自己定下拿兩萬分、三萬分這樣的宏偉
目標，我只是一步一腳印，一點點積累自己的成就，然後就成
為兩萬分先生了。」29歲的杜蘭特也是僅次於28歲時達此目
標的勒邦占士、史上的第二年輕「兩萬分先生」。 ■新華社

第二年輕 杜蘭特破兩萬分

註：LeSports HK app○9:00a.m.及●11:30a.m.直播。

近績不佳照獲續約

施丹：帥位未言穩

五旬三浦知良下季繼續踢
下月慶祝自己51歲生日的日本國寶級前

鋒三浦知良，昨天完成續約効力了13年的
FC橫濱，以不言退的精神繼續征戰日乙聯
賽。去年3月對群馬草津溫泉，「Kazu」將
自己創下的職業聯賽最年長入球紀錄改寫為
50歲零14天。

今季20球尼馬頂波砵慶祝
巴西球星尼馬在11日凌晨的法國聯賽盃

足球賽4強，下半
場射入 12碼先開
紀錄，幫助巴黎聖
日耳門（PSG）作
客輕取艾米恩斯
2：0。轟入自己今
季轉戰法國賽場的
第 20球後，尼馬
則以額頭頂波砵的特別方式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短訊

■■梅斯達菲梅斯達菲((左二左二))貼身招呼莫拉達貼身招呼莫拉達((左左))。。路透社路透社

■■韋舒亞受傷，退下火線。 法新社

■■坐在觀眾席上的雲加坐在觀眾席上的雲加，，多番多番
對球證判決大感不滿對球證判決大感不滿。。 路透社路透社

■■盧卡斯華斯基斯盧卡斯華斯基斯((中中))引球突破引球突破。。美聯社美聯社

■■今冬回巢的辛度華拿，期待歸隊後相隔
10年的一線隊首演。 法新社

■■尼馬慶祝時將波砵放
上額頭。 路透社

■■高基連今季已被投閒置散。 路透社

■■杜蘭特杜蘭特((右右))投籃投籃。。路透社路透社

■■今季戰績不佳今季戰績不佳，，施丹仍施丹仍
獲續簽新合約獲續簽新合約。。 法新社法新社

■■舒拉寶娃捧着女單冠軍獎盃
進入抽籤會場。 路透社

領跑西甲的巴塞羅那繼上周簽入進攻中場古天
奴，昨晚再宣佈從巴西彭美拉斯羅致得23歲哥
倫比亞國腳中堅耶利費蘭度美拿，轉會費1,180
萬歐元（約1.1億港元）。據介紹，耶利費蘭度
身高1米95，同時擁有不錯的速度。

歐足協最佳陣容僅佔1席
另歐洲足協昨晚公佈2017年球迷票選最佳陣
容，巴塞只佔1席，歐聯冠軍皇馬5人上榜。陣

容如下：門將/
保方 (祖雲達
斯)； 後 衛/丹
尼爾(PSG)、沙
治奧拉莫斯(皇
馬)、基亞連尼
(祖雲達斯)、馬些路(皇馬)；中場/奇雲迪布尼(曼
城)、卻奧斯(皇馬)、莫迪歷(皇馬)；前鋒/C朗(皇
馬)、美斯(巴塞)、夏薩特(車路士)。 ■綜合外電

2018年澳洲網球公開賽昨日完成抽籤，女單
盟主細威因傷退賽，由男單衛冕冠軍費達拿和
2008年女單冠軍舒拉寶娃擔任抽籤嘉賓。
男單死亡下半區：3/4區雲集了傷癒復出的六

冠王祖高域、2014年冠軍華連卡、堤姆和施維
列夫等好手。4/4區有費達拿、哥芬、貝迪治等
名將。上半區，1/4區由拿度和施歷領銜，2/4
區則是迪米杜夫和索克鎮守。
女單上半區，1/4區由一姐夏莉普擔綱，2/4

區的好手有穆古
露莎和卡露蓮嘉
西亞，中國選手
王薔首輪對17號
種子姬絲，此區
還有卻芭、舒娃
和拉雲絲卡等。大威和首輪對陣中國名將張帥的
美網冠軍斯蒂芬絲，坐鎮於3/4區，4/4區由禾
絲妮雅琪領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耶利費蘭度加盟巴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