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記保四絕不「禮」讓
英超今煞科 車仔「紐」轉劣勢機會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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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在殺入歐聯決賽的過程中，近期
聯賽顯然留力，以至近3場得2和1

負，被車路士追到只有2分領先差距。現時
隊中亦有後衛祖爾麥迪比、祖高美斯，中場
安利簡恩和阿歷士張伯倫等眾多傷兵，可供
高洛普調動的兵源不算十分充足。然而，該
隊比車路士仍有15個得失球差優勢，故此
今仗主場對白禮頓，即使賽和被車仔追
至同分，也已經是基本上前四無虞。
利記領隊高洛普表示：「歐聯資
格，確保明年可參戰，這是我們
一開始的目標。」他又指，現
時目標只有來季的歐聯席
位，故此暫時沒想太多有關
本月底歐聯冠軍戰之事。
「我現在不能想着歐聯
決賽。我要為今場比
賽做準備，要贏這場
比賽，確保明年可
參與歐聯，然後
我們有兩星期去
準備另一場比
賽。」高洛
普說。

高洛普不滿沙拿分心領獎
雖然在歐洲金靴獎之爭中落後巴塞羅那的

美斯3球，形勢十分被動，然而紅軍射手穆
罕默德沙拿今季已破了英超不少紀錄，並獲
選為英格蘭球員工會和足球記者協會的兩大
足球先生殊榮。不過，高洛普對於近期沙拿
頻頻忙於出席頒獎典禮而有感不悅：「他是
值得這些獎項，但過去幾個月我們沒有心情
去讚賞任何人，我的心就只想着周日比賽。
他做得很出色，取得許多入球，但一切都
應該先等到周日之後再說。」
第5位的車路士會作客紐卡素，球隊

周中補賽只能賽和哈特斯菲爾德，令
他們爭四形勢陷於絕對被動。今場獲
勝也要寄望紅軍落敗，才可取得來
季歐聯席位。車仔領隊干地指，己
隊確實有可能無法出戰來屆歐
聯，不過這狀況過去車路士也
不是未曾試過。他又表示，
自己的去留仍未清楚，到
下星期應該會有眉
目。■ 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文俊

降班在即
「天鵝」回天乏術

史雲斯剛於周中補賽不敵修咸頓後已陷進降班深淵，今晚英
超煞科戰，「天鵝」不單要主場擊敗史篤城（now626台今晚
10：00p.m.直播），以及寄望修咸頓主場不敵已封王的曼城
（now622台今晚10：00p.m.直播），同時還要追回與修咸頓
的9個得失球差，這才有機會避免降班。
經上周中補賽，英超降班形勢大致已定。積分榜排倒數第
三的史雲斯落後修咸頓3分，修咸頓還有9個得失球差優勢，
故此史雲斯要成功護級其實只剩數字上可能。有指史雲斯領
隊卡華奴會在季尾被辭退，他表示：「這幾日我與球會主席
商量過，不過我的未來不在於我的腦中，我跟他仍未討論這
些，我關心的是之後的比賽。」史篤城已肯定陪西布朗降班，
領隊曉士受到批評。他回應說：「這結果與他們（球迷）的預
期不同，這是沒有人想的，但是我與我的團隊都是用盡心血放
在這個工作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英超亞軍曼聯今天
煞科日對屈福特的例行
公事（now627台今晚
10：00p.m.直播），焦
點將落在卡域克身上。這位
効力「紅魔」12年的英超五冠及2008年稱
霸歐聯的中場功臣，將是退役前最後一次於奧
脫福主場披甲。回望這12年，卡域克表示，由於歷
史等因素，跟利物浦的「雙紅會」始終是他心中大戰味最濃的
對碰。
另德國《足球解密》披露了多位英超頂級球星的合約獎金。1月加盟曼聯的智利
前鋒阿歷斯山齊士平均周薪有39.1萬（英鎊，下同），鎖定歐聯席位另多100萬，每
場正選加7.5萬，入球及助攻總數超過40再收200萬。利物浦當紅射手沙拿，則可多
收合約中附帶入球加助攻逾35個的250萬獎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紅魔12年功臣
卡域克主場謝幕

即將備戰俄羅斯世界盃的巴
西國家隊，首席前鋒尼馬將於
本周復操，但根據最新消息，
王牌右閘丹尼爾的傷勢卻比預
期嚴重，意味着這位35歲老將
就此緣盡極可能是其最後一屆
的世盃。
丹尼爾上周法國盃決賽右膝
受傷，所屬球會巴黎聖日耳門
（PSG）法國時間 11日更新
了其右膝傷情評估，報告指丹
尼爾即將接受手術。到了巴黎
的巴西國足隊醫拉斯馬也表
示，丹尼爾術後將缺陣大約半
年。
自2006年巴西隊首演以來，
丹尼爾共代表「森巴軍」出戰
107次，包括之前兩屆世盃決

賽周。4年前主場以1：7慘負
於德國無緣決賽，該仗坐後備
席的丹尼爾世盃征程料就此留
憾。他球員生涯贏得38個冠
軍，是球員奪冠數的一項紀
錄。至於其PSG隊友尼馬，養
傷近三個月後本周將全面復
操，備戰世盃。

冰島搶閘公佈世盃23人名單
另外，首闖世盃決賽周的冰

島成為首支決選23人名單的
32強隊伍，効力愛華頓的主力
攻擊中場基菲爾施古臣帶傷入
伍，陣中較具名氣的卡迪夫城
守將艾朗根拿臣和般尼中場貝
治古蒙臣亦續上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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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寫下意甲7連霸紀錄
的祖雲達斯，周日作客羅
馬有望提前一輪衛冕成
功 。 （ 無 綫 myTV
SUPER 302 台周一 2：
45a.m.直播）
「祖記」已拋離拿玻里6

分，故今仗作客羅馬即使
和波得1分，還是可鎖定冠
軍，歷史性取得意甲7連
冠，阿利基尼亦會成為歐
洲首位能率隊連續4屆豪取
本國聯賽及盃賽「雙料冠
軍」的主帥。羅馬現排聯
賽第3，只多第5的國際米
蘭4分，仍需為保歐聯席位

而戰。另歐洲足協表示，
會對祖記門神保方於歐聯8
強次回合的紅牌及一連串
相關事件進行聆訊，預料
這位40歲老將或將面臨來
季歐聯停賽。
拉素則作客克羅托內

（ 無 綫 myTV SUPER
302台今晚 9：00p.m.直
播）。拉素現列聯賽第4，
僅多國米2分，仍要為保四
努力。現居倒數第5的克軍
只比降班區邊的卡利亞里
多1分，護級壓力不細，料
必全力阻擊拉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英超聯賽今日「煞科」，雖然聯賽冠亞軍

已定，不過關係到前四歐聯席位的最

後一個名額則仍有些微可能出現

變數。其中打入了歐聯決賽

的利物浦，近3場聯賽都未

嘗一勝，然而此戰主場作

賽面對無欲無求的白禮

頓只需不敗，便足夠保持

第 4 名（now621 台今晚

10：00p.m.直播）。第

5位的車路士作客對紐

卡素除要贏波之餘，亦

要寄望「利記」輸波，

出席來屆歐聯的希望已

經相當渺茫（now624

台 今 晚 10： 00p.m. 直

播）。

西甲聯賽餘下兩輪，雖然一切
已塵埃落定，惟奪得冠軍的巴塞
羅那仍需挑戰全季不敗紀錄。他
們今輪作客已護級成功的利雲
特，隊中球星美斯亦要繼續鞏固
在歐洲金靴獎的領先位置。
（now632台周一2：45a.m.直播）
巴塞上周中補賽擊敗維拉利

爾，跨賽季西甲不敗紀錄延續至
43場，是西甲史上最多，然而
巴塞卻從未試過在單季聯賽保持
不敗，縱畢爾包及皇家馬德里在
上世紀20年代曾嘗試過，但當
時的比賽場數也不及現在，故巴
塞力保38場不敗金身將會寫下

西甲單季紀錄。美斯暫於歐洲金
靴獎排名大幅度領先。他目前在
西甲取得34球，以3球拋離利物
浦的穆罕默德沙拿，故此他將很
大機會衛冕歐洲金靴。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巴塞銳「利」誓保金身 洛賓續約拜仁 高路斯回巢教波
剛完成德甲聯賽六連冠的拜仁慕尼黑，繼早前續
約列貝利，11日又跟洛賓和拿菲爾兩員老將續約1
年到2019年，荷蘭飛俠洛賓在拜仁將効力到第10
年。另創下世界盃決賽周入球紀錄的前德國球星高
路斯，落實回拜仁執教17歲以下青年軍。

拿度泥地賽連勝紀錄斷纜
重登世界「一哥」寶座的西班牙老將拿度，在11日的馬德里
網球大師賽8強，以0：2不敵奧地利名將堤姆，泥地賽50盤連
勝的紀錄就此告終。

速龍遭橫掃出局主帥卡斯落鑊
多倫多速龍今屆NBA常規賽拿下59連勝的東岸
第一賽績，但在季後賽次圈卻以場數0：4遭騎士
橫掃出局。速龍昨日宣佈，在任7年的總教練卡斯
已被解除職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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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罕默德沙拿想做
歐洲神射手，今
仗起碼要入3球以
上。法新社

■■尼馬康復尼馬康復
進度理想進度理想。。

美聯社美聯社 卡斯卡斯
■■美斯狀態上佳美斯狀態上佳。。法新社法新社

■■保羅戴巴拿保羅戴巴拿((右右))和杜格拉斯哥斯達等祖記攻擊手和杜格拉斯哥斯達等祖記攻擊手，，誓誓
助阿利基尼完成助阿利基尼完成「「雙料冠軍雙料冠軍」」四連霸的創舉四連霸的創舉。。 法新社法新社

■■史雲斯守衛費達歷高費南迪史雲斯守衛費達歷高費南迪
斯斯，，相信已做好球隊降班的心相信已做好球隊降班的心
理準備理準備。。 路透社路透社

■■卡域克將最後一次於卡域克將最後一次於
奧脫福出戰奧脫福出戰。。 路透社路透社

■■白禮頓可踢「風
流波」。 法新社

■穆罕默德沙拿想
做歐洲神射手，今
仗起碼要入3球以
上。 法新社

■■已經已經3535歲的丹尼爾歲的丹尼爾，，
相信征戰世界盃的生涯就相信征戰世界盃的生涯就
此畫上句號此畫上句號。。 法新社法新社

高路斯高路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