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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利物浦利物浦出線現危機出線現危機

短 訊

雖然有隨隊出征意大利，但巴塞隆拿教練華維迪卻以安
全為由，沒有在本港周三凌晨的歐聯分組賽派遣美斯上
陣，最終巴塞被國際米蘭逼和1：1完場，但仍已足夠取得
出線16強資格。
巴塞是役雖憑今季加盟後，鮮有上陣機會的馬爾甘先開
紀錄，但最終卻被巴塞青年軍出身的主隊中鋒莫路伊卡
迪攻破大門，雙方各一言和。賽後巴塞得10分提早
晉級16強，國米則以7分排名次席，3分領先同日
主場憑哈利卡尼梅開二度，主場以2：1反勝燕
豪芬的熱刺。
賽後，巴塞教練華維迪自然被問起為何
不派美斯上陣：「國米一直以緊迫戰術對
付我們，所以大家也不想讓美斯冒險，因
我們知道比賽的模式會是很激烈。」華帥
同時表示，球隊盡了一切努力保住勝果，
可惜事與願違，但對能夠提早出線感到很
滿意。
同日其餘組別方面，A組馬德里體育會

主場兩球淨勝多蒙特，兩軍賽後同以9分
並列榜首。布魯日則作客4球淨勝由亨利
領軍的摩納哥，現以4分排分組第3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剛於英超逼和
利 物 浦 的 阿 仙
奴，將於本港時
間周五凌晨歐霸
分組賽主場迎戰
士砵亭，預期以
「兵工廠」近期

勁勢，就算教練艾馬利會稍作輪換
影響亦不大，仍然可以看高一線。
（有線602、662台及now643台周
五4：00a.m.直播）
在上循環作客 1球淨勝士砵亭

後，阿仙奴現以3戰全勝姿態在分
組領導群雄，如今仗再能借主場一
舉贏波，出線資格便手到拿來，為
免夜長夢多下，教頭艾馬利必要求
球員全力爭勝。排陣上，艾帥無疑
會作輪換，但從上循環所見，兵工
廠就算以韋碧克及艾朗藍斯等作主
力，面對士砵亭已足夠贏盡級數，

只要發揮正常是役該穩袋3分。
士砵亭今夏星散，從上循環比賽

所見，球隊於頂級歐洲賽事明顯已
欠缺競爭力；更不幸的是，士砵亭
目前更是傷兵滿營，其中一對中場
馬古斯雲達爾及洛迪高巴達利亞的
缺陣，對球隊的創造力必構成嚴重
打擊，是次出訪倫敦勢難全身而
退。
車路士較早時間則會作客白俄羅

斯的巴迪。首循環「車仔」主場大
勝3：1，中場羅夫度斯卓克更個人
大演「帽子戲法」，可以預期這位
英格蘭國腳今戰又有表演機會。至
於巴迪主場威力平平，早前分組面
對PAOK亦大敗而回，面對級數更
高的車路士該難求爆冷。（有線
602、662台及now643台周五1：
55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歐聯分組賽原本形勢大好的利物浦出線現危

機，作客爆冷以0：2不敵貝爾格萊德紅星下，

錯過擴大優勢的機會，加上拿玻里主場1：1逼

和巴黎聖日耳門，令C組形勢更加混亂，四隊

均有出線機會，接下來硬仗連場的利物浦，必須要在主場對拿

坡里一戰淨勝兩球或以上，才可確保出線席位。

傳莫耶斯成富咸新帥大熱
英國傳媒報道，前曼聯領隊莫耶
斯成為了富咸新任主帥的大熱門。
富咸於過去周一晚英超聯賽作客不
敵哈特斯菲爾德後，在正式比賽錄
得6連敗，領隊祖簡奴域的帥位亦
即時傳出不穩。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奧蘇利雲冠中冠賽鬥梅菲
桌球界天王「火箭」奧蘇利雲，

於昨日的冠中冠桌球賽分組準決賽
及決賽，以局數4：2及4：3擊敗冰
咸及希堅斯，成功殺入正式準決
賽，並將與上年在冠軍戰相遇的梅
菲爭逐決賽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歐霸 費倫巴治 安德列治 今晚11：50p.m. C603/C604/n643

歐霸 艾斯坦拿 積布尼克 今晚11：50p.m. n644

歐霸 巴迪 車路士 周五1：55a.m. C602/C662/n643

歐霸 拉素 馬賽 周五1：55a.m. C603/C604/n644

歐霸 維也納迅速 維拉利爾 周五1：55a.m. C601/C661/n645

歐霸 阿仙奴 士砵亭 周五4：00a.m. C602/C662/n643

歐霸 貝迪斯 AC米蘭 周五4：00a.m. C603/C604/n644

歐霸 利華古遜 蘇黎世 周五4：00a.m. C601/C661/n645

美職 西雅圖海灣者 波特蘭伐木者 周五11：30a.m. C614/C654/n638

註：C為有線、n為now TV。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効力鷹隊的林書豪，在昨
日NBA常規賽面對老東家
黃蜂打得特別起勁，後備出
賽的他全場累積9投7中，
攻下全隊最高的19分，可
惜隊友火力不捧場，最終鷹

隊仍作客以102：113不敵夏洛特黃
蜂。
林書豪曾在黃蜂効力一季，並以

「雙能衛」的角色在球隊中佔有一席
之地，今天他重返熟悉的夏洛特，火
力也跟着全開，全場僅出賽18分11
秒，就攻下全隊最高的19分、2助攻
與2阻截。單場攻下19分，也是林書
豪本季單場次高得分，僅次他在早前
面對帝王所締造的23分，不過他此
役投籃命中率，寫下本季單場新高的
77.8% ， 優 於 他 出 戰帝王時的
61.5%。
上半場兩隊比數互咬，鷹隊還以

54：51取得微幅領先，不過第3節黃
蜂逆轉戰局，第4節最多領先達15
分，也提前奠定勝基。黃蜂控衛甘巴
獲加攻下全場最高的29分、7助攻與
3阻截，前鋒馬雲威廉士也取得20
分、7籃板。至於鷹隊除林書豪外，
控球後衛特雷楊格摘下18分、10助
攻，但也有6次失誤；巴施摩亞則攻
入16分。 ■中央社

歐洲足球球會協會日前發
佈公告稱，強烈反對創立由
一部分頂尖球會參與的歐洲
超級聯賽的提議。據報道，
一部分歐洲球會已經在討論
創立一項無升降級機制的封
閉式賽事，用來取代目前的
歐聯比賽。
調查結果表明，該項賽事

共有16支球會參加，其中11
支創始球會為拜仁慕尼黑、
皇家馬德里、巴塞隆拿、祖
雲達斯、AC米蘭、巴黎聖
日耳門、曼聯、曼城、車路
士、利物浦和阿仙奴，獲得
邀請的球會則包括馬德里體育會、羅馬、國
際米蘭、多蒙特與馬賽。
代表25個國家與地區900多支球會利益的歐

洲足球球會協會表示，已經注意到與有可能創
立的歐洲超級聯賽有關的流言和猜想，對於任
何封閉式、帶有特權跡象的超級聯賽，該組織
表示強烈反對。「關於封閉式超級聯賽的提議

會給歐洲職業足球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和持
久影響。」歐洲足球球會協會在聲明中說，並
表明支持金字塔結構的賽事體系，認為升降級
以及競技價值在任何賽事裡都處於核心位置。
成立於2005年的歐洲足球球會協會還表

示，在保護和增強歐洲足球的競技均衡性方
面，其與歐洲足協擁有共同原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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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球會協會
反對歐洲超級聯賽

力爭雙殺對手 阿仙奴「士」氣如虹

■■馬體會馬體會（（中中））及及
多蒙特皆被邀請入多蒙特皆被邀請入
超級聯賽超級聯賽。。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缺陣
巴塞和國米出線

在梳頓沙基利未有隨隊下，利物浦今場以拉
爾拉拿、占士米拿及韋拿杜姆鎮守中場，

不過面對主場氣勢驚人的紅星卻全面落於下風，
紅軍的三人中場全場竟然錄得「零」成功剷截，
飽受正面衝擊的利物浦防線上半場已被紅星前鋒
柏哥夫頭頂腳踢連入兩球，換邊後利物浦縱然控
球率佔盡優勢，可惜仍無法撕破全民皆兵的紅星
防線，最終紅星以2：0擊敗利物浦取得26年來
首場歐聯正賽勝利，而利物浦則跨季歐聯作客3
連敗。

高普：我們輸自己
或許因世界盃後遺症影響球員狀態以及銳意改
善球隊防守，高普麾下的利物浦今季一改以往
「唯快不破」的戰術，憑着重穩定性的踢法於開
季取得不俗成績，不過今場面對硬朗直接的紅星
卻完全無法掌控節奏，高普賽後坦言對球隊表現
極度不滿：「是我們自己輸掉這場比賽，我們必
須做得更好，確保在周日對富咸前修正問題，我
們今場犯的錯十隻指頭也不夠用。」

餘下兩輪競爭激烈
對紅星的意外失利令利物浦的出線前景蒙上陰
影，由於拿玻里同日賽和聖日耳門，今輪過後拿
玻里以6分與利物浦並列榜首。至於聖日耳門及
紅星則以5及4分分列第3、4位。而以球隊目前
狀態，利物浦接下來作客巴黎聖日耳門的比賽確
不容樂觀。不過無論下場戰果如何，利物浦只要
在小組最後一戰淨勝拿玻里兩球或以上，仍可憑
較佳對賽成績成功出線，目前C組四支球隊分數
接近均有機會出線，相信餘下兩輪競爭將會越來
越激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阿仙奴阿仙奴（（左左））有有
力雙殺士砵亭力雙殺士砵亭。。

美聯社美聯社

■■伊卡迪伊卡迪（（左二左二））助國米助國米
搶回搶回11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柏哥夫柏哥夫（（右二右二））兩兩
度攻破紅軍大門度攻破紅軍大門。。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最終沒有冒美斯最終沒有冒
險落場險落場。。 法新社法新社

■■柏哥夫成為紅星球迷柏哥夫成為紅星球迷
心中英雄心中英雄。。 路透社路透社

■■祖安巴尼特祖安巴尼特（（左左））一度一度
助客軍先開紀錄助客軍先開紀錄。。 路透社路透社

■■林書豪林書豪（（左左））
倒戈取得本季第倒戈取得本季第
二高分二高分。。 美聯社美聯社

爆冷不敵貝爾格萊德紅星

■■恩斯治尼恩斯治尼（（左左））以以
1212碼助拿玻里扳平碼助拿玻里扳平。。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