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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
「熱」
爆衝冠 阿記放棄聯賽敗陣

■加比爾捷西斯
加比爾捷西斯((左)幫助
曼城打開缺口。
曼城打開缺口
。 法新社

英超形勢大局已定。在積分榜一騎
絕塵的曼城，本港時間昨凌晨倒數第6
輪，作客以 3：1 力克熱刺，（不計今
晨曼聯賽果）拋離曼聯已達 16 分。已
無望通過聯賽前四排名爭踢下屆歐聯，
留力下周歐霸4強的阿仙奴昨晚收起了
奧斯爾，作客以1：2負於紐卡素。
聯賽打吡輸給曼聯，歐聯又遭利物
浦雙殺無緣 4 強，今仗卻讓曼城重振

士氣。上半場曼城佔絕對優勢，22 分
鐘加比爾捷西斯接應隊長高柏尼長傳
射入，3分鐘後熱刺門將洛里斯對史達
寧犯規，曼城獲判 12 碼，根度簡主射
命中。基斯甸艾歷臣完半場前為主隊
一度追近，不過曼城由史達寧在 72 分
鐘入波粉碎了熱刺扳平的希望。曼城
領隊哥迪奧拿直言，不會看排第 2 的
曼聯對西布朗一戰，「我有 3 天假

期，當天我有高爾夫球比賽要
打……」熱刺全失 3 分仍多第 5 的車路
士7分，餘下5輪料歐聯席位無虞。
阿仙奴收起進攻核心奧斯爾，第 13
分鐘雖由拿卡錫迪接應奧巴美揚傳中
建功，但 15 分鐘後艾約斯佩雷斯替主
隊扳平，到 68 分鐘再被馬特列治射破
大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馬特列治玩角球旗慶祝入波。路透社

球季未完已40度破網 刷新利記近31年隊史

穆罕默德沙拿無愧「埃及美斯」之美譽，繼續密密貢獻
「士哥」，更於這一輪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創下驕人紀
錄。本港時間 15 日凌晨利物浦主場以 3：0 輕取中游分子
般尼茅夫，沙拿在 69 分鐘頭槌破網，撲熄客軍扳平的希
望之餘，更成為英超史上首位單賽季聯賽攻入到 30 球的
■沙拿頭槌頂入成
沙拿頭槌頂入成2
2：0。
路透社

非洲球員。這亦是沙拿今個球季各項賽事所入的第 40
球，在他之前「利記」隊史上只曾有兩人達成過此成就。

7 分鐘取得好開局，沙迪奧文尼
利記開賽
接應佐敦軒達臣右路斜傳頭槌攻門，客

軍門將比高域勉強撲出，沙迪奧文尼小禁區
邊補射中鵠。利記之後遲遲未能拉開優勢，3
分未穩。踢到 69 分鐘，今季憑出色表現「上
位」的英格蘭新星右閘亞歷山大阿諾特右路
一記高波斜傳，突破越位的沙拿邊回望皮球
邊走位入禁區，於離門 13 碼一頂，皮球笠入
網窩。
這是沙拿本賽季的第 30 個聯賽入球，成為
英超史上第一位達成此成就的非洲球員，環
顧英超聯 26 年的歷史，亦只有 8 位球員做得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德甲

緬恩斯

弗賴堡

周二2：30a.m. C602/C612/C652/C662/FSP/n671

英超

韋斯咸

史篤城

周二3：00a.m. n621

阿甲

沙士菲

聖羅倫素 周二8：15a.m. T303

到。30 個聯賽入球亦讓沙拿獨佔歐洲射手榜
鰲頭，多身後的西甲巴塞羅那球王美斯 1 球。
計及歐聯及英格蘭盃賽，沙拿開季至今為利
物浦貢獻了 40 個入波，隊史上只有羅渣亨特
於 1961/62 以及伊恩魯殊於 1983/84 跟 1986/
87 球季做到過，沙拿加盟第一年就有如此成
就，就更加威水和難得。

高洛普讚嘆：嘩！無與倫比
「他（沙拿）今仗一直在最好的接應位置
上出現，更攻入精彩一球，他這些日子的神
奇表現，可以說決定了己隊今季的走勢。」

利記領隊高洛普賽後大讚沙拿，認為他的入
球還會陸續有來，「如此（入球）數字，
嘩！無與倫比。」德國人喜道：「一切取決
於他，和我們如何去結束這個球季。正常來
說，取得射手榜頭名，獲得大家所說的金靴
獎，代表着你對球隊的成就，但我們不會強
求。」
利記此戰由法明奴鎖定 3：0 勝局，全取 3
分後續守積分榜第 3 位，縱然多踢 1 場，但已
領先車路士達 10 分之多，前四位置更見穩
固，以高昂士氣迎接下周的歐聯 4 強大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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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返 英 超
富咸昨凌晨在英
格蘭冠軍聯賽主場
臨尾遭賓福特逼和
1：1痛失2分，落
後少踢1場榜首的
狼隊10分，狼隊提
前4場鎖定直接升
班的前兩名，相隔
6年殺返英超。
美聯社

虎父無犬子 小 C 朗奪校園金靴獎
C．朗拿度帶領皇家馬德里連續第 8 個
球季殺入歐聯 4 強，向着史上首個歐聯
三連霸目標進發。他的 7 歲大兒子近來
也甚為威風，顯然也繼承了父親的足球
天賦。葡萄牙「球王」昨天在社交網上
分享了小 C 朗贏得校園聯賽神射手獎的
照片，留言寫道：「祝賀你，我的兒
子。」小 C 朗去年曾於一場比賽中攻入 6

■穆罕默德沙拿被載入
利物浦史冊。
利物浦史冊
。 法新社

球，上周又展示了難度甚高的倒掛金鈎
動作。
另皇馬上周中歐聯 8 強次回合總比數被
追至 3：3 下獲判 12 碼，受到一些爭議。
主帥施丹近日開腔反擊說：「我們經過日
復一日的努力走到這裡，現在有人卻認為
我們是靠搶才得來勝利，我無法接受。」
■綜合外電

巴塞 39 場不敗 西甲新紀錄

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本港時
間 15 日凌晨有第 32 輪較量，剛
於歐聯 8 強出局的巴塞羅那主場
以 2：1 力克華倫西亞，創下聯
賽跨季39場不敗的西甲紀錄。
巴塞剛於歐聯 8 強葬送首回合
4：1 大好形勢，慘遭羅馬連追 3
球淘汰。此戰開賽14分鐘先聲奪
人，蘇亞雷斯接應菲臘比古天奴
直傳，單刀近射得手。面對排名
第3的華倫西亞，巴塞踢到50分
鐘由中堅烏姆迪迪接應古天奴的

■ C 朗兒子手捧獎
盃，甚有父親的模
樣。
網上圖片

前曼聯雙星美職聚首 伊巴贏小豬

■伊巴謙莫域
伊巴謙莫域((左)在舒
韋恩史迪加((右)身邊頭
韋恩史迪加
槌破網。
槌破網
。
美聯社

兩位前曼聯球星，伊巴謙莫域與
「小豬」舒韋恩史迪加在美職聯首
度碰頭。結果首次美職正選上陣的
伊巴，再度為洛杉磯銀河取得入
球，領軍以 1：0 作客小勝芝加哥火
焰。
小豬賽前就對能與伊巴在美職聚首
表示高興，這亦是伊巴為銀河首次正
選披甲。上半場補時，伊巴接應前英
格蘭國腳艾殊利高爾傳中，力壓小豬
頂入全場唯一入球，助銀河小勝火

焰。銀河贏波後以 10 分升上西岸的
次席，火焰以4分排東岸第10位。
伊巴賽後表示：「我覺得我可以
再入多兩球。我錯失了兩個大好機
會，平常我是不會射失的。我們贏
了比賽，但這是很困難的。這天氣
之下，這不會有容易的比賽。我意
思是我們與太陽為伴，而對方隨風
而來，但今日是太陽比較強，所以
我們很高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角球頂成 2：0。客隊只能藉 12
碼扳回一城，卻無阻續於榜首領
放，巴塞提早封王在望。

哀兵止頹 主帥：贏更重要
歐聯出局後飽受壓力的巴塞
主帥華維迪，談到球隊打破
1979/80 年皇家蘇斯達創下的 38
場西甲不敗紀錄，說：「這些
球員能創紀錄很正常，繼續贏
波更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烏姆迪迪
烏姆迪迪((左三
左三))收穫今季首個入球
收穫今季首個入球。
。 法新社

NBA 季後賽開打 勇士施下
「馬」
威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季後賽當地時間 14 日開
打，衛冕冠軍金州勇士在西岸首圈第一戰先給
來訪的馬刺一個「下馬威」，主場大勝 113：
92，說明明星後衛史提芬居里膝傷缺陣但衛冕
實力仍不容小覷。基利湯遜（下圖右）13 投
11 中，拿下全場最高的 27 分，包括三分球 6
中 5。有 24 分入賬的杜蘭特讚揚勇士隊友湯
遜，說：「基利出手神準，表現非常優秀，也
能切入上籃。」他補充：「我們不見得總能以
這種速度出手，但我們防守也要一樣好。」西

NBA季後賽周六賽果

主隊

戰果
東岸首圈

客隊

(1)速龍

114：106 巫師(8)

速龍總場數領先1：0
(3)76人

130：103 熱火(6)

76人總場數領先1：0
西岸首圈
(2)勇士

113：92

馬刺(7)

勇士總場數領先1：0
(3)拓荒者 95：97

鵜鶘(6)

鵜鶘總場數領先1：0

岸另一場，安東尼戴維斯包辦 35 分及 14 個籃
板，助第 6 種子鵜鶘作客以 97：95 險勝第 3 種
子波特蘭拓荒者， 這也是明星球員戴維斯生
涯首次嘗到季後賽贏球滋味。
東岸首圈兩場第一戰，費城 76 人主場對熱
火 ， 後 衛 列 迪 克 轟 下 28 分 ， 領 銜 76 人 以
130：103 大勝。頭號種子多倫多速龍主場以
114：106力挫排名第8的巫師。大前鋒伊巴卡
貢獻 23 分，幫助速龍終結連續 10 次的系列賽
首戰吞敗紀錄。
■中央社

NBA季後賽周一賽程
(本港時間周二開賽)
主隊
客隊
東岸首圈
●(3)76人 對

熱火(6)

76人總場數領先1：0
西岸首圈
◎(2)勇士

對

馬刺(7)

勇士總場數領先1：0
註：●8：00a.m.開賽、
◎10：30a.m.開賽。
( )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