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仔建新主場恐添阻滯

藍軍作「主」
英超踢了22場，「車仔」取得14勝

4和4負，積46分排名第3，比第
5的熱刺多5分，前四歐聯席位暫時未
算受到太大的壓力。過去兩場盃賽，
「藍軍」先於足總盃被英冠的諾域治
悶和需重賽，聯賽盃4強首回合又遭阿
仙奴守和互交白卷，7天內兩撼「兵工
廠」都和波收場。

藍軍近仗入球效率不彰，
時有多番叩關都無功而回，
尤其連續4場「食白果」的
射手莫拉達，更務必要盡快
重拾信心。領隊干地也坦
言：「我們比上季失球少
了，卻沒像上季那樣入球，
我們需要改進。」

簡迪真禾特倒戈
對車仔有利的是，他們今季英超主

場佈陣11次贏了8場，當中攻入21球
只失守7次，佔地利和有球迷打氣，球
員也特別醒神，後防亦較少大意甩

漏。此外，球隊今仗可繼續強陣
出擊，而從愛華頓新加盟的
中場球員巴克里則料會先
列後備席，等待登場機會。

至於李城舊將真禾特和簡迪，後者屬
車仔骨幹成員，相信會繼續領銜中場
線。
李城元旦日終結了英超兩連敗，主

場向哈特斯菲爾德大派三蛋，現時守
在聯賽榜第8位，表現並不失禮，首席
箭頭占美華迪今晚更可望傷癒歸隊。
不過，狐狸兵團英超開季11次作客失
了18球，而且近三次對賽都輸給車
仔，今番出師史丹福橋需有心理準備
如何去抵擋藍軍的猛烈進攻。

傳干地今夏請辭赴皇馬
另據《每日郵報》報道，英超衛冕
無望的車仔，領隊干地很可能於今夏
請辭，有傳西甲的皇家馬德里及法甲
的巴黎聖日耳門兩家豪門球會，都有
意邀請這位意大利名帥執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誓捕誓捕「「狐狐」」

車路士油王班主艾巴莫域治已展開擴
建新主場的計劃，但這個耗資逾百億港
元的工程近來卻遇到了阻礙。《每日鏡
報》報道，一家位於新史丹福橋鄰近的
住宅，已經向當地富勒姆市政府作出投
訴，聲稱新主場落成後勢將影響他們家
能夠入屋的自然光線。據悉，車路士方
面已向該家庭提出了約合7位數字港元
的賠償金額，但未獲接納，這恐怕會影
響車仔新主場的興建進度。 ■綜合外電

■紅圈為車路士正協商賠償的住宅。
網上圖片

■干地無意長留史丹福橋？ 路透社

■■車路士中場悍車路士中場悍
將簡迪再度倒戈將簡迪再度倒戈
相向相向。。 路透社路透社

■■占美華迪受傷占美華迪受傷
前三場聯賽入了前三場聯賽入了
兩球兩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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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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職 威靈頓鳳凰 西悉尼流浪者 今日2：35p.m. T303
U23亞盃 馬來西亞U23# 約旦U23 今日4：00p.m. FSP/n670
U23亞盃 巴勒斯坦U23# 朝鮮U23 今日4：00p.m. FSP/n672
澳職 墨爾本勝利 珀斯光輝 今日4：50p.m. T303
U23亞盃 泰國U23# 日本U23 今晚7：30p.m. FSP/n670
U23亞盃 沙特阿拉伯U23# 伊拉克U23 今晚7：30p.m. FSP/n672
西甲 基羅納 拉斯彭馬斯 今晚8：00p.m. n632
德甲 雲達不來梅 賀芬咸 今晚10：30p.m. C64/C203/FSP/n670
德甲 史特加 哈化柏林 今晚10：30p.m. C61/C201/FSP
德甲 漢諾威 緬恩斯 今晚10：30p.m. C63/FSP
英超 車路士 李斯特城 今晚11：00p.m. Le/n621
英超 屈福特 修咸頓 今晚11：00p.m. Le/n622
英超 紐卡素 史雲斯 今晚11：00p.m. Le/n623
英超 水晶宮 般尼 今晚11：00p.m. Le/n624
英超 西布朗 白禮頓 今晚11：00p.m. Le/n625
英超 哈特斯菲爾德 韋斯咸 今晚11：00p.m. Le/n626
西甲 皇家馬德里 維拉利爾 今晚11：15p.m. n632
法甲 雷恩 馬賽 今晚11：59p.m. n714/T303
英超 熱刺 愛華頓 周日1：30a.m. Le/n621
西甲 伊巴 馬德里體育會 周日1：30a.m. n632
德甲 RB萊比錫 史浩克04 周日1：30a.m. C61/C64/C201/

C203/FSP/n670
法甲 蒙彼利埃 摩納哥 周日3：00a.m. T303
西甲 拉科魯尼亞 華倫西亞 周日3：45a.m. n632
註：C為有線、FSP為now Fox Sports Play、Le為LeSports HK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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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A常規賽周四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76人 103：114 塞爾特人
速龍 133：99 騎士
帝王 115：121 快艇
湖人 93：81 馬刺

NBA常規賽周六賽程

(本港時間周日開賽)
主隊 客隊
獨行俠 對 湖人
快艇 對 帝王
黃蜂 對 雷霆
巫師 對 網隊
○速龍 對 勇士
公牛 對 活塞
●馬刺 對 金塊
註：LeSports HK app
○8:30a.m.及●9:30a.m.直播。

熱刺態穩奪熱刺態穩奪「「愛愛」」在望在望

西班牙盃足球賽12日凌晨產生了最後3支晉級8強
的球隊，巴塞羅那主場大勝切爾達5：0，總比數贏
6：1晉級。

連續28場不敗 隊史第二
巴塞本賽季西甲開季以來已經在各項賽事保持了連

續28場不敗，追平了哥迪奧拿在2010/11賽季所創造
的紀錄，那時是巴塞的巔峰時期。28場不敗亦是隊史
第二長的紀錄，再多11場便可追平球隊歷史。巴塞
主帥華維迪表示：「這些（不敗）數據是很重要，但
你總不能只望向後方，必須向前望。」
開賽13及15分鐘，美斯兩度於禁區內接應橫傳撞射
入網，及後佐迪艾巴和蘇亞雷斯各建一功，完半場時已
領先4球，最後由拿傑迪錫頂入錦上添花。
昨晚西盃半準決賽抽籤，結果如下：雷加利斯對皇

馬、愛斯賓奴對巴塞、馬德里體育會對西維爾、華倫
西亞對艾拉維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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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戰艦」皇家馬德里還未走出
低迷，今番西甲主場佈陣縱有地利，
然而面對近況不俗的維拉利爾來訪，
要炸毀「黃色潛艇」的如意算盤恐未
必能打得響。（now632台今晚11：

15p.m.直播）
皇馬歇冬前慘吞巴塞羅那三蛋於聯

賽榜被放甩，上周面對切爾達又戰和
2：2失分，基本上已經衛冕無望。球
隊日前輪換陣容收起主力，主場被乙
組的紐文西亞逼和2：2，靠首回合勝
績出線8強。後衛沙治奧拉莫斯仍未
傷癒，難免削弱防線實力，而C·朗
拿度亦未盡洗今季聯賽入球難的衰
氣。
「黃潛」主要攻擊點有土耳其新秀

伊尼斯烏納和暫入5粒的卡路士巴
卡，球隊近3場聯賽有2勝1和，現只
落後皇馬4分，即使作客仍有力跟
「白衫軍」一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戰艦」難炸「黃潛」

克里夫蘭騎士吞下本賽季最慘敗仗。昨天美職
籃常規賽，騎士作客以99：133大敗於有羅利和
伊巴卡缺陣的多倫多速龍。今仗，速龍控衛雲維
利特後備上陣轟入22分，全隊共7名球員得分達
雙位數，球隊本季主場戰績來到15勝2敗。勒邦
占士為騎士拿下26分也無力回天，這也是「大
帝」時代的騎士第一次連續兩場輸達25分或
以上。而騎士從聖誕大戰兵敗衛冕冠軍金州勇士
起，8場比賽中就輸掉6場。
另方面，昨天公佈的NBA全明星賽第2輪球

迷票選結果，勒邦占士仍獲得全聯盟與東岸的最
高票，西岸最高票
則是勇士的史提芬
居里。第一階段票
選，東岸方面公鹿
前鋒阿迪圖昆保勝
過占士。不過，第
2 輪票選大帝以
162萬2838票超越
阿迪圖昆保的148
萬954票。東岸後
場最高票是塞爾特
人的艾榮，其次是
速龍的迪羅辛。
居里得票136萬
9658，在西岸與
西岸後場的票選領
導群雄。西岸前場
居首的是居里的隊
友杜蘭特，獲得
132萬6059票。

■中央社

大帝連場慘敗
無礙票選領跑

■■勒邦占士勒邦占士((右右))少有地那麼失威少有地那麼失威。。美聯社美聯社

■■美斯美斯((右右))跟佐迪艾巴協助巴塞跟佐迪艾巴協助巴塞
早早奠下三球優勢早早奠下三球優勢。。 法新社法新社

■■維拉利爾中場文奴捷古路斯(左)要
協防截擊C朗。 法新社

系統失靈 法聯賽停用門線技術
由於前一日兩場法國聯賽盃足球賽出現

門線技術系統失靈，法國足球聯盟昨宣佈
暫停在法國聯賽使用該項技術。日前巴黎
聖日耳門（PSG）對艾米恩斯的8強戰，
PSG的拉比奧特頭槌攻門，球中柱後越過
門線，艾軍門將迅速將球撲出。球證未獲
系統提醒球已過門線，最後要使用視像助
判系統才判定入球有效。

日本新蛙王打師弟 停訓三月
據報日本泳隊於較早前的海外集訓，今

年25歲的「新蛙王」小關也朱篤因為不

滿當天負責餐膳的後輩遲了煲飯，一怒之
下拳打該師弟的腹部，再反手摑了他下
巴。據報兩人已就事件和解，不過，日本
游泳聯盟還是決定處分小關禁止隨隊訓練
3個月，及罰扣部分人工，以免同類事件
再次發生。

短訊

■小關也
朱篤

李城作客守不穩 或難擋車仔急攻

車路士預計陣容車路士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高圖爾斯高圖爾斯
後衛後衛：：加利卡希爾加利卡希爾、、基斯坦臣基斯坦臣、、艾斯派古達艾斯派古達
中場中場：：域陀摩西斯域陀摩西斯、、法比加斯法比加斯、、簡迪簡迪、、

泰莫爾巴卡約高泰莫爾巴卡約高、、馬高斯阿朗素馬高斯阿朗素
攻中攻中：：夏薩特夏薩特
前鋒前鋒：：莫拉達莫拉達

李斯特城預計陣容李斯特城預計陣容
門將門將：：卡斯柏舒米高卡斯柏舒米高
後衛後衛：：艾馬迪艾馬迪、、賓拿盧安尼賓拿盧安尼、、馬古尼馬古尼、、富治斯富治斯
中場中場：：馬克艾拜頓馬克艾拜頓、、尼迪迪尼迪迪、、伊保拉伊保拉、、馬列斯馬列斯
攻中攻中：：岡崎慎司岡崎慎司
前鋒前鋒：：占美華迪占美華迪

熱刺在密集快車賽期發揮不
錯，本輪英超主場撲擊各項賽事3
連敗的愛華頓，勝望甚濃。（Le-
Sports HK應用程式、now621台
周日1：30a.m.直播）
熱刺在輸給曼城後，近4場聯賽
豪取3勝1和，只是上輪僅戰和來
訪的韋斯咸1：1是較令人意外。
整體上，熱刺鋒力仍銳，王牌箭
頭哈利卡尼今季聯賽已有18球斬
獲。《每日郵報》稱，熱刺會為

卡尼上調周薪，從11萬英鎊增加
近1倍至20萬英鎊，希望打動這
員英格蘭國腳續約。
「拖肥糖」聯賽接連不敵般尼
茅夫及曼聯，足總盃第3圈則以
1：2負於利物浦出局。朗尼今季
入球效率上佳，但球隊各項賽事
客場近10戰輸了6場僅得1勝，以
此表現要在熱刺身上搶分而回，
確難以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英超聯昨晚公佈了2017年12
月份的最佳領隊及最佳球員兩
個大獎，該月入了8球的熱刺
射手哈利卡尼榮膺最佳球員，
是他第6次獲得英超月度最佳
獎項，追平了前利物浦隊長謝
拉特的紀錄，並列獲此殊榮最
多的球員。曼城領隊哥迪奧
拿，則當選為12月英超最佳教
頭，是首位能夠連續4個月當

選英超月度最佳領隊的主帥，
認真威水。另外，阿仙奴中場
高基連轉會西甲華倫西亞一
事，昨天已告落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英超月份4連霸
哥帥開先河

■哥迪奧拿

■■熱刺今季英熱刺今季英
超入了超入了4242球球，，
哈利卡尼佔了哈利卡尼佔了
1818個個。。法新社法新社

車路士各項賽事連和車路士各項賽事連和 33

場場，，最近客場表現亦不夠銳最近客場表現亦不夠銳

利利，，然而主場作戰防線球員然而主場作戰防線球員

始終較少甩漏始終較少甩漏，，今晚英超面今晚英超面

對走勢欠佳的李斯特城對走勢欠佳的李斯特城，，誓誓

發動急攻重展鋒力發動急攻重展鋒力，，以求找以求找

回勝利的步伐回勝利的步伐。。當然當然，「，「狐狐

狸兵團狸兵團」」首席箭頭占美華迪首席箭頭占美華迪

傷癒復出傷癒復出，「，「藍軍藍軍」」在尋找在尋找

入球機會的同時也需先確保入球機會的同時也需先確保

鞏固後防鞏固後防。（。（LeSports HKLeSports HK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nownow621621

台今晚台今晚 1111：：0000p.m.p.m.

直播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