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達拿誓衛冕澳網男單

「車仔」料捉「喜鵲」
主場具優勢 實力差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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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網男單決賽今日舉行，衞冕的費達拿將對
克羅地亞六號種子施歷，「瑞士天王」誓要衛
冕，拿下自己第20個大滿貫冠軍。(now670台
今日4:00p.m.直播)
即使面對決賽對手、克羅地亞名將施歷，費

達拿也佔據上風，他在與施歷的交鋒記錄中以
8勝1負佔據明顯優勢，去年溫網決賽更直落
三盤擊敗對手捧盃，無疑是今次澳網決賽的熱
門。費達拿也表示，自己很希望完成衛冕，摘
得自己第20個大滿貫冠軍，「20個大滿貫冠
軍，這確實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重大目標。」
施歷會不會把這場澳網決賽，當成對去年溫網

的復仇戰來打？施歷說，「再次進入決賽，給
了自己一個贏得大滿貫的機會，這很好。」

禾絲妮雅琪女單封后
至於昨日舉行的女單決賽，由「丹麥甜心」

禾絲妮雅琪對羅馬尼亞球手夏莉普，最終「丹
麥甜心」以盤數2:1擊敗對手，成功封后。
「丹麥甜心」第三次躋身大滿貫決賽下，終於
圓夢奪冠，時隔六年後重返一姐寶座；禾絲妮
雅琪賽後表示：「我的聲音在震，我從不哭
泣，但這是一個非常動容的時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自2018年以來，紐卡素展
示了新氣象，他們新年後

的4場比賽只有一場失利，另
外三場比賽拿下2勝1和。相
比之下，「車仔」表現比較遜
色，他們新年後總共參與了7場
比賽，只從中拿下2勝4和1負。
體力方面，紐卡素肯定佔優，由
於沒有聯賽盃任務，自聯賽敗給曼
城後，「喜鵲」獲得了長達7天的
休息。「車仔」幾乎每周踢兩場比
賽，球員體力很難恢復到最佳狀
態。

車路士上仗英聯賽盃4強不
敵同市宿敵阿仙奴出局，
士氣必定受到打擊；如
今，「車仔」在衛冕
英超冠軍基本無
望的情況下，
國內錦標
唯 有

足總盃一項。在足總盃歷史上，車路士總共7
次捧盃，其中進入千禧年後就有4次。今仗剛
剛遭遇輸波的「車仔」肯定打算捉「喜鵲」出
氣，以提升球隊的氣勢，但他們卻有多位主力
因傷缺陣，包括莫拉達、韋利安和高圖爾斯。
好消息是，法比加斯將會在今仗傷癒復出。
而且，外界看好擁有主場優勢的「車

仔」，自從去年10月初主場不敵曼城後，史
丹福橋球場至今再無敗績，車路士主場威力盡
顯。同時，最近10次在英足總盃主場面對來
自英超的對手，「車仔」一共取得了8勝2
和。今仗遭遇主場作戰的「車仔」，實力明顯
次一等的「喜鵲」，恐怕難逃一劫。

曼城可殺「迪」過關
至於英格蘭足總盃第四圈另一場好戲，由英
超一哥曼城作客英冠球隊卡迪夫城。
（now633台、Viu TV 99台今晚11：59p.m.
直播）踢完上周中聯賽盃4強後，曼城繼續作
客對另一支英冠強隊卡迪夫城；卡迪夫城目前
在英冠排名第3，主場戰績十分出色，不過論
實力當然不及「藍月」，料後者可殺「迪」過
關。同時，曼城有傳與西甲畢爾包就羅致後衛

拿樸迪達成協議，該名法國守將以5,700
萬鎊轉會費成為「藍月」一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英格蘭足總盃第四圈今晚舉行，其中車路士將在史丹福橋球場迎來紐卡素的挑

戰；雖然「車仔」剛在英聯賽盃4強不敵同市宿敵阿仙奴出局，士氣必受打擊，

但這支倫敦球會主場優勢明顯，而且與對手實力差距大，今仗料捉「喜鵲」過

關。（now633台、Viu TV 99台今晚9：30p.m.直播）

東岸勁旅騎士昨日傳出壞消息，
「閃電俠」韋迪因私人理由暫時離
隊，歸期未定。據報稱，韋迪本次無
預警暫請離隊並不是因為身體狀況出
問題，而是家人有緊急事件發生，至
於何時歸隊，球隊目前也沒有安排時
間表。雖然缺少韋迪，但昨日在
NBA常規賽主場出戰的騎士，以
115:108擊敗溜馬，結束連敗；球隊
主將勒邦占士今仗貢獻26分、11次
助攻及10個籃板，但卻出現了11次
失誤；這11次失誤，也創下了勒邦
占士的生涯新高。

艾榮否認威脅離騎士
此外，早前有媒體稱，先前艾榮為

了離開騎士，曾威脅如果不將他交
易，他就要動會讓球季報銷的膝蓋手
術。對此艾榮昨日斷然否認此傳聞；
他說：「到現在都還有這些瘋狂的東
西出現。我已經準備好向前看了，那
不是真的。」

卡辛斯傳提早「收咧」
鵜鶘在NBA常規賽四連勝，主場
115:113險勝火箭，不過該隊最大打
擊是卡辛斯在比賽餘12秒時左跟腱
受傷離場，消息稱其阿基里斯腱撕
裂，不但缺席全明星賽更提早「收
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英超收入最高的球員阿歷斯山齊士(A山)
昨日參加了加盟曼聯之後的首場比賽，在
英格蘭足總盃第四輪比賽中，他兩次助攻
幫助隊友攻入兩球，最後曼聯以4:0戰勝
英乙球隊伊奧維，躋身英足盃16強。
這場比賽在伊奧維主場進行，與上周的
英超正選陣容相比，摩連奴輪換了10名
球員。剛加盟曼聯的「A山」正選出場，
他先是在第41分鐘助攻拉舒福特攻入首
個入球，下半場又妙傳給靴里拉再入一
球，將比分擴大為2:0。第72分鐘，「A
山」被替換下場。連加特在第89分鐘攻
入了比賽的第三個入球，盧卡古在傷停補
時第三分鐘將比分改寫為4:0。這場勝利
成為摩連奴55歲的生日禮物，這也是他
執教曼聯的第100場比賽。
曼聯兵不血刃以4:0拿下對手，全場焦

點「A山」表現出色，摩連奴賽後對他讚
不絕口；他說：「對『A山』的表現，我
不感到意外，他已經在英超打拚了三年，
他每周都孜孜不倦的戰鬥，所以大家都知
道他是什麼水平，他給曼聯帶來了成熟以
及風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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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皇家馬德里王牌C朗近日屢傳鬧
離隊，不過，C朗最近受訪時表示效忠
皇馬。C朗日前應中國媒體邀請進行訪
談，席間他表示：「我當然想留隊；我
愛這間球會。我亦喜歡在馬德里生活，
從2009年起，我一直住在這個城市，
我喜歡這裡的天氣、這裡的人。這裡跟
葡萄牙很接近，駕車就可來回穿梭。西
班牙是一個很好的國家。」C朗不時被
指他與球會出現分歧，屢傳他有機會重
返英超曼聯；近日又有傳媒報道，C朗
好友指他希望在職業生涯最後階段再次
為母會士砵亭効力。

巴塞挫艾拉維斯不奇
至於，巴塞羅那明晨將在西甲聯賽

主場對艾拉維斯(now632 台周一 3:
45a.m.直播)。巴塞在西甲高踞榜首，
近5場聯賽全勝，狀態與士氣均在高
峰，不過今仗主力蘇亞雷斯停賽，新兵
古天奴與美斯將肩負起球隊贏波重責，
令球隊超強火力得以維持，雖然艾拉維
斯近期表現出色，可是近兩場客戰都輸
波，今仗面對實力強勁的巴塞，作客三
連敗不出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祖雲達斯斟介朝鮮射手
朝鮮射手韓光宋經理人昨

日證實，意甲祖雲達斯正
跟卡利亞里商討購買韓光
宋的事宜；19歲的韓光宋
今季被卡利亞里外借至意
乙佩魯賈吸收比賽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韋斯咸租借祖奧馬利奧
英超韋斯咸昨日在官網上證實，以租借

的形式引進意甲國際米蘭中場祖奧馬利奧
至本賽季結束。據悉租借費為110萬歐
元，韋斯咸會承擔葡萄牙人的薪水，但合
同中沒有設定買斷條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哈利卡尼未婚妻再懷孕
英超熱刺射手哈利卡尼昨日在社交媒體

宣佈未婚妻姬蒂懷孕，準備好迎接第2個
愛情結晶品的到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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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隊

火箭

公牛

鵜鶘

速龍

●雷霆

○騎士

馬刺

註：○為樂視 NBA1台7: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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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朗發表效忠皇馬宣言

昨日在中國常州舉行的U23亞洲盃決賽，在
大雪之中進行，應屆「黑馬」越南(紅衫)雖然

在今仗先失一球，但最後以1:1逼和烏茲別克，兩隊需要加時，可是
烏茲別克在最後一刻建功，助球隊捧盃揚威亞洲。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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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歷斯山齊士阿歷斯山齊士((左左))今仗正選上陣今仗正選上陣。。
路透社路透社

■■勒邦占士勒邦占士((中中))上籃被對手夾擊上籃被對手夾擊。。路透社路透社

■■「「藍月藍月」」實力高於對手實力高於對手。。路透社路透社
■■自自20182018年以來年以來，，紐卡素展紐卡素展
示了新氣象示了新氣象。。 法新社法新社

■■車路士中車路士中
場法比加斯場法比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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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球星皇馬球星CC朗朗。。 法新社法新社

■■「「瑞士天王瑞士天王」」費達拿費達拿。。法新社法新社
■■禾絲妮雅琪慶祝奪冠禾絲妮雅琪慶祝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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