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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聯 16 強首回合明晨展開，意甲班霸祖雲
達斯將在主場迎戰英超勁旅熱刺。「祖記」、
熱刺兩隊近況不相伯仲，不過考慮到「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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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戰績穩健，而熱刺作客戰力稍遜，因此今
仗「斑馬軍團」可立不敗之地。(有線 61 及高
清 201 台周三 3:45a.m.直播)
記」主場強勢是眾所周知的，他們目前主場成
「祖績位居意甲第一，而歐聯小組賽中也只有西甲

巴塞羅那這樣級別的球隊能夠逼和他們，球隊主場霸氣
令人生畏。而且，「祖記」上輪聯賽客場 2:0 戰勝費倫
天拿，最近 15 場比賽 14 勝 1 和保持不敗，聯賽排名穩
居第2，球隊整體狀態出色。

「祖記」今賽季進攻能力依舊火爆，聯賽 24 輪球隊
已經入 61 球，是意甲中入球最多的球隊；近期在保羅
戴巴拿缺陣的情況下，另一主力前鋒希古恩腳風迎來爆
發，最近 4 場比賽攻入 6 球，恢復了巔峰狀態。除了攻
擊力恢復外，「祖記」最為恐怖的地方是，由門將保方
為首的防守線，他們最近 16 場各項賽事 15 次零封對
手；不過中堅巴沙利或因小腿傷缺席今場大戰，恐影響
球隊防守力，由於熱刺擁有英超最火熱射手
哈利卡尼，中堅這一環無疑非常重要。
熱刺在阿根廷主帥普捷天奴帶領之
下，已經成為了英超強隊。在分組賽
中，熱刺不但從死亡之組中力壓皇馬、
多蒙特奪得小組第一突圍而出，而且 5 勝
1 和的戰績，16 分更是小組賽中積分最高
的球隊，熱刺比起超級豪門一點也不遜
色。
提到如今的熱刺就絕對不得不提當紅炸子
雞哈利卡尼，這名英格蘭前鋒今季風頭正勁，
在各項賽事當中均能大開殺戒；上周倫敦打吡，
靠哈利卡尼的頭槌入波助熱刺主場 1:0 小勝阿仙
奴，取得各項賽事 12 戰不敗。唯一需要擔心的
是，熱刺客場表現比較一般，最近也是遭遇 3 連
和的尷尬；而且他們在英超客場對陣強隊戰績較
差，分別輸給曼市雙雄和阿仙奴，其客場抗強能
力不足。
故此，雖然「祖記」、熱刺兩隊近況不相伯仲，
不過以「祖記」主場戰績穩健，而熱刺客戰能力稍
差，因此今仗「斑馬軍團」料可立不敗之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曼城料奪「利」佔先機

希古恩 哈利卡尼狀態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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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素利之所以今季聯賽面臨衛
冕困境，與其主場表現下滑有莫
大關係，今季他們聯賽主場勝
率僅有 6 成，今仗面對英超強
隊曼城，可謂難有運行。而
且，實力上曼城比巴素利高出
不少，當中不得不提迪布尼，
這位比利時人今季至今已經
在 英 超 賽 場 上 交 出 14 次 助
攻，成為英超的助攻王，可
謂是曼城陣中的中場發動
機。加上，「曼城」聯賽冠軍幾
成定局，聯賽無憂下，歐聯必會全
力出擊，戰意十足，就算今仗客場
作戰，亦被看好奪「利」佔先機。
另外談及迪布尼時，曼城主帥哥
迪奧拿認為，迪布尼未來要獲得金球
獎，他必須幫助曼城征服歐聯，奪取
冠軍，才有資格爭取金球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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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雲達斯射手希古恩。
■祖雲達斯射手希古恩

■熱刺尖刀哈利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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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敗「素」
摩連奴延續「不勝咒」
曼聯昨日在英超焦點戰中客場以 0:1 負於紐
卡素，主帥摩連奴延續在聖占士公園球場不勝
魔咒。數據統計方面，曼聯無論控球時間還是
射門都佔優勢，他們在比賽中也創造了幾次得
分良機，但無奈對方門將發揮神勇。第 65 分鐘
時，球證吹罰史摩寧在後半場「插水」，紐卡
素直接罰球攻到曼聯門前，被漏防的馬特列治
低射破門得分。此場失利之後，曼聯與曼城的
積分差距被拉大到了16分。
「今仗紐卡素就像是野獸一般，足球之神站
在紐卡素那一邊，曼聯沒有能夠笑到最後。紐
卡素已經盡了全力，這樣的比賽在足球世界當
中是很美妙的。」曼聯主帥摩連奴賽後說道。
另外，今仗戰至 66 分鐘，摩連奴用卡域克換下
了保羅普巴，對此摩連奴賽後表示：「我想要
改變中場踢球的方式，所以換走保羅普巴，他
沒有受傷，我想要卡域克簡潔的踢球方式，阿
歷斯山齊士也可以更靠近盧卡古。」

歐聯 16 強首回合明晨另一戰，由瑞士球會巴素利
主場對英超強隊曼城。曼城比巴素利高出不少，而且
球隊在意的聯賽冠軍幾成定局下，必會在歐聯全力出
擊，戰意十足，就算今仗客場作戰，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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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領先優勢縮至 7 分
西甲聯賽昨日進行，巴塞羅那在主場被
基達菲0:0逼和，領先優勢縮小到7分。
巴塞羅那今仗坐鎮魯營球場迎戰聯賽中游
球隊基達菲，主帥華維迪輪換數名球員，但
仍有美斯、蘇亞雷斯任正選。比賽中巴塞創
造數次機會，卻始終未能敲開對手大門，上
半場結束前蘇亞雷斯的一次破門還因越位被
判無效。下半場基達菲門將古亞達高撲低
擋，力保城門不失。最終雙方0:0互交白卷，
巴塞羅那在西甲賽場上遭遇兩連和。目前加
泰羅尼亞豪門在積分榜上以18勝5和積59分
的戰績排名榜首，領先第二名馬體會7分。
華倫西亞本輪在主場 3:1 戰勝利雲特，辛
迪文拿上半場為主隊首開紀錄，利雲特隨後
扳平比分。下半場，韋圖替「蝙蝠軍團」擴

利物浦「修」3分逼近
至於同日另一仗，利物浦作客以2:0擊敗修咸
頓。法明奴和沙拿在比賽中聯手，先後入球。利
物浦獲勝之後積分超越熱刺，重返第三，落後次
席曼聯兩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大比分，柏利祖則在比賽最後時刻射入 12
碼，鎖定勝局。憑藉這場勝利，華倫西亞暫
時超越少賽一場的皇家馬德里，在積分榜上
排名第三。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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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雅斯 34 號
「綠衫」
退役

塞爾特人慘敗給騎士

■皮雅斯的34號球衣退役。

美聯社

只不過，皮雅斯的球衣退休儀式仍有點
小缺憾，那就是塞爾特人最終以99:121慘
敗給騎士。騎士主將勒邦占士賽後表示：
「我認為新隊友的籃球智商與熱情會對我
們有很大的幫助。」騎士4 名新兵今仗有
好表現，後衛卡拉臣轟入17分，而賀特有
15 分，控衛佐治希爾則貢獻 12 分、至於
大前鋒蘭斯亦交出5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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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

「綠衫軍」塞爾特人昨日與騎士的
NBA 常規賽中場舉行名將皮雅斯的 34 號
球衣退休儀式，高舉 2008 年奪冠獎盃的
皮雅斯在場上感性發言，甚至說能在塞爾
特人退休背號勝於入選名人堂。在全場
「謝謝你，皮雅斯」的歡呼下，皮雅斯
說：「當你永遠和塞爾特人一起，你就是
永遠。如果我沒有入選名人堂，只要能在
塞爾特人退休背號那就夠了，對我來說就
已足夠，其他的都是錦上添花。」

敗

NBA 常規賽周日賽果

協會盃女
子隊際網球
賽昨日舉
行，莎蓮娜
威廉絲(細
威)產後首次
復出，與姐
姐維納斯合
作雙打落
敗，但美國
仍然以場數
3:1 擊 敗 荷
蘭進入四
強。 法新社

拜仁德盃4強撼利華

真路拿第三度當爸

德國盃 4 強昨日進行了抽籤，今季在德甲
聯賽遙遙領先的榜首隊拜仁慕尼黑將會作客
利華古遜，爭奪決賽席位。另一場 4 強賽則
由史浩克 04 主場對上屆亞軍法蘭克福。另
外，拜仁慕尼黑前鋒羅拔利雲度夫斯基連續
七年獲選為波蘭足球先生。同時拜仁慕尼黑
宣佈，與門將烏里治續約至2021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法國名將真路拿有心有力，以51歲之齡第
三度當爸；真路拿目前與年僅28歲的法國模
特兒女友一起，近日被傳媒拍到與其相距23
年的女友腹大便便的照片，顯見伊人懷有真
路拿的骨肉，值得恭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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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友證尼馬有特權
法甲巴黎聖日耳門中場拉奧比特昨日受
訪時承認，尼馬在更衣室有特權；他說：
「我們都知道尼馬獲得一些特權，麥巴比也
有，這不會令我不快，而我更完全不會去留
意，不會妒忌任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