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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進行的一場英超聯賽中，馬
迪以一記驚世駭俗的遠射完成絕殺，
幫助一度以兩球落後的曼聯作客以3:2
逆轉戰勝水晶宮，重新奪得英超積分
榜次席的位置。
本場比賽，曼聯開局不利。第11

分鐘，安祖斯唐辛的射門擊中曼聯後
衛林域陀連迪路夫改變方向，折射入
網，水晶宮1:0領先。第48分鐘，水
晶宮利用快開任意球的機會偷襲得
手，雲安荷特的入球將比分改寫為2:
0。第55分鐘，史摩寧頭槌破門，為
曼聯吹響反擊的號角。第76分鐘，
盧卡古再入一球，將比分扳平。司職
中場的馬迪為曼聯奉獻的首個入球令
人難以忘懷，他在補時中，距離球門
25米處得球後凌空抽射，皮球直掛

球門左上角，對方門將鞭長莫及。
繼上周在落後1球的情況下逆轉擊
敗車路士之後，曼聯隊再度上演翻盤
好戲。曼聯主帥摩連奴
賽後說：「這場勝利
很重要，因為它不僅
讓我們拿到了3分，也
讓我們感覺良好。我們想
得到次名，但要成為前4是
壓力甚巨，現在得到一點紓
緩。在落後0:2劣勢下，即使是
1分對我們也是好。」值得留意的
是，原來在摩連奴的英超生涯當中，
他從未試過在落後兩球的情況下反
勝。
另外，英國《每日郵報》昨日報道
指，摩連奴已經與俄羅斯電視台RT

簽約，將會兼職做世界盃比賽評述員
四日，淨袋171萬鎊。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啟剛

費達拿暗示或出戰法網
就在人們還在猜測世界網球「一哥」費

達拿會不會繼續跳過紅土賽季時，瑞士天
王似乎給出了比較讓球迷興奮的答案。在
早前摩納哥蒙地卡羅世界體育獎活動期
間，20次大滿貫得主費達拿在一次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再次贏得法網冠軍是我
的夢想。」當然，費達拿也承認，儘管保
證了身體健康，但跳過2017法網仍然是
個艱難的決定，是他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
決定之一。所以，有外媒分析，照此情形
來看，瑞士天王將會盡一切可能來參加本
賽季第二項大滿貫賽事的法國網球公開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俄羅斯世盃4月進行測試
昨日離2018年俄羅斯足球世界盃開幕

還剩100天，目前俄大部分世界盃體育場
的建設工作已經接近完工狀態，可在4月
進行測試賽。按計劃，世界盃比賽將在俄
羅斯11個城市的12座體育場進行。除去
已經舉辦過洲際國家盃的莫斯科斯巴達克
體育場、喀山體育場、索契的菲施特體育
場以及聖彼得堡體育場和去年投入使用的
莫斯科的盧日尼基體育場外，改建的葉卡
捷琳堡的中央體育場剛剛竣工，其餘6座
體育場也處於或接近完工狀態。■新華社

在昨日進行的NBA常規賽中，勒邦占士
獨取31分，率領騎士112:90大勝活塞，而
缺少艾榮的塞爾特人客場105:89挑落公牛。
騎士、活塞一戰，首次代表騎士正選的蘭

斯拿下了創個人職業生涯新高的22分和15
個籃板。在路夫、泰斯頓湯遜、謝夫格連等
內線大將缺席的情況下，蘭斯挺身而出。穿
着當年騎士為他的父親退役了的22號球
衣，25歲的蘭斯奉獻了職業生涯最出色的
一場比賽。勒邦占士的表現依舊搶眼，他三
分球7投5中，還添上了7個籃板和7次助
攻。在騎士大比分領先的情況下，勒邦占士
整個第四節高掛免戰牌。
在塞爾特人和公牛的比賽中，謝倫布朗在

艾榮缺陣的情況下挑起大樑，以全隊最高的
21分率領塞爾特人反客為主，拿下近6場比
賽中的第五場勝利。儘管艾榮缺陣，塞爾特
人仍然順風順水，最多的時候曾領先37
分。公牛隊近況慘澹，近17場比賽輸掉了
14場。 ■新華社

意甲費倫天拿隊長艾斯托利日前
突然離世，「費倫」及艾斯托利的
前球會卡利亞里昨日宣佈，將會永
久收起艾斯托利生前所着的13號球
衣。「費倫」在官網寫道：「為了
表達對艾斯托利的懷念，為了讓他
的記憶永存，卡利亞里和費倫天拿
決定，退役球會的13號球衣。」
此前已經有多間球隊對艾斯托利

的意外去世表達了哀悼，而歐足協
官方昨日也宣佈了，在本周的每場
歐聯、歐霸賽事開球前，都會為艾
斯托利進行默哀儀式，以此來哀悼
這位英年早逝的意大利國腳中堅。

簡迪操練暈倒
此外，英超車路士上仗作客不敵曼城一戰

中，中場簡迪未有上陣，英國《電訊報》昨
日爆料，原來這名法國悍將之前操練暈倒，
而且原因不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糟糕的成績背後，英超阿仙奴內部暗流湧
動。英國媒體《太陽報》昨日在其體育版頭
條爆出猛料，阿仙奴內部失和，球員們互相
指責，其中奧斯爾、米希達利恩、梅斯達菲
被批的次數最多。另外，右閘比利連對主帥
雲加極是不滿，他可能在今夏離開。《太陽

報》稱雲加已經失去了對
這支球隊的控制。雖
然嘴上說自己有信
心，但雲加內心是
恐慌的，他現在一
點都不自信。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啟剛

馬迪世界波 曼聯逆轉碎「晶」

騎士大勝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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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刺晉級熱刺晉級
趁趁「「祖祖」」贏波贏波

先看熱刺近期狀態，他們自從去年12
月中旬後便不曾輸球，過去17仗取

得11勝6和佳績，而且其間的魔鬼賽程，
他們踢過了諸如愛華頓、利物浦、曼聯和
阿仙奴等強隊，這波不敗勢頭含金量十
足。
不僅如此，該隊隊內頭號前鋒哈利卡尼

狀態出色，2月份出戰7場攻入5球，近2
場雖停下入球腳步，但在前場串聯進攻的
作用不可忽視。另一韓國球星孫興民則迎
來小爆發，連續2場梅開二度，成了主帥
普捷天奴的重要戰術棋子。此外，熱刺最
近3場比賽都沒有失球，今仗絕對有力力
保不失。賽前普捷天奴說：「我們不去

想17場不敗的事情，而是準備今
仗較量，這非常重要，隊裡每
個人都很激動，我也很期
待。」
「祖記」在重壓之下
必須把全副希望放

在 鋒 線

上，此前失寵的阿根廷球星戴巴拿甫在聯
賽上演絕殺，幫助「祖記」客場1:0小勝
拉素，豪取聯賽10連勝且連續3場零封
對手，帶着滿滿信心挑戰熱刺。

「祖記」到訪倫敦未贏過
值得一提的是，「祖記」歐戰歷史上6

次到訪倫敦都未試過帶走勝利；但需要舟
車勞頓來到倫敦作戰的「祖記」卻「很大
口氣」，主帥阿利基尼認為熱刺的防守缺
點能被己隊加以利用，他表示：「歐聯賽
場上，我們需要拿出不一樣的表現和進攻
方式，因為熱刺的防守能力不如拉素。」
他稱讚了狀態火熱的戴巴拿，「這個絕殺
球對球員和我們意味很多，極大增強球隊
的自信心。」
熱刺首回合能夠逼和對手，說明了這支
英超球隊擁有抗衡歐陸豪強的實力。然
而，歐戰經驗豐富的「祖記」固然不會坐
以待斃，他們屆時能否在寬闊的溫布萊球
場站穩腳跟，將直接影響球隊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藍月」曼城提前鎖定
8強席位，歐聯16強次回合
從晉級的層面來說已經沒有

懸念了，明晨次回合在主場迎戰瑞
士球隊巴素利，主帥哥迪奧拿的球
隊將輕裝上陣。（有線62及高清
202台周四3:45a.m.直播）
首回合，曼城在客場展現出英超

王者的風範，以4:0的大勝，僅僅
用了一場比賽就徹底殺死了對手晉
級懸念。今仗曼城只要在主場不遭
遇慘敗，晉級8強只是時間問題。
今季曼城最大的砝碼，就是他們強
大的火力，英超 83 球，歐聯 18

球，他們在這2個最重要的賽事已
經攻入101球，傲視全歐洲。今仗
的唯一看點是，曼城在主場能讓巴
素利吞下多少蛋？

哥迪奧拿戴黃絲帶認罪
另外，哥迪奧拿昨日承認英格

蘭足總就他在比賽期間佩戴黃絲
帶的指控，但他未有作出道
歉。英格蘭足總早前控告哥
迪奧拿在比賽期間佩戴黃絲
帶，帶有政治意思，因此
觸犯了裝備及廣告條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曼城晉8強無懸念
輕裝上陣再鬥巴素利

歐聯16強次回合，英超熱

刺明晨將在主場迎戰意甲強隊

祖雲達斯。雙方首回合比賽，

熱刺客場2:2逼和「祖記」，

今仗握有2個作客入球，主場

強勢出擊；相反，局面不利的

「祖記」得發力爭勝，可是球

隊到訪倫敦未贏過。故此，料

熱刺有望晉級，趁「祖」贏

波。(有線61、64及高清201

及203台周四3:45a.m.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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