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1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梁志達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9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

與作客奧脫福一戰一樣，回到主場迎戰曼
聯的祖雲達斯今仗仍佔盡優勢，多次門

前失機下換邊後終由再次倒戈舊會的基斯坦
奴朗拿度（C朗）的「窩利」妙射打開記
錄。以為可輕取對手的祖記完場前卻為己隊
的鬆懈付出代價，紅魔先有桑馬達主射罰球
建功扳平，補時階段艾舒利楊格處理的罰球
更迫使邦路斯「擺烏龍」，最終曼聯以2：1
反敗為勝，打破祖記今季各項賽事不敗身。
完場後曼聯主帥摩連奴將右手放於耳邊作出

聆聽動作，以回應祖記球迷全場無休的噓聲及
諷刺，此舉更惹起戴巴拿及邦路斯等祖記球員不
滿，一度上前與摩帥理論。摩連奴承認自己的舉
動有欠冷靜，不過卻是對主場球迷侮辱他的回應：
「如果頭腦冷靜下我可能不會這樣做，但我和家人受

到了侮辱，所以我作出了這樣的反應，我只是做了一
個小動作，我尊重祖雲達斯的一切。」

英足總上訴禁賽手尾未除
據知，英格蘭足總正就摩連奴早前主場對紐卡素賽
後「爆粗」提出上訴，不過仍未逃出停賽危機的摩連
奴就一於少理，更表示有信心在下場對瑞士年青人後
確保歐聯小組出線席位。

C朗不忿 指舊會贏在兩死球
至於看着到手的三分白白流走的C朗就明顯深深不
忿，認為己隊本可大勝一場：「我們本可入三、四球
輕鬆取勝，這結果大家都有點失望。曼聯全場都沒有
太大威脅，只是把握到兩次死球機會，我們會從中汲
取教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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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賽冠軍盃上演絕地反擊聯賽冠軍盃上演絕地反擊。。憑藉桑馬達以憑藉桑馬達以

及對方自擺烏龍及對方自擺烏龍，「，「紅魔紅魔」」以以22：：11作客作客

反勝祖雲達斯反勝祖雲達斯，，打破對手今季不敗身打破對手今季不敗身。。

不過不過，，賽後摩連奴挑釁祖記球迷的舉動賽後摩連奴挑釁祖記球迷的舉動

卻引起爭議卻引起爭議，，保羅戴巴拿及邦路斯等球保羅戴巴拿及邦路斯等球

員甚至一度與員甚至一度與「「摩佬摩佬」」發生口角發生口角。。

祖雲達斯今季獲得C朗加盟，實力更上
一層樓，意甲11場取得10勝1和佳績。
不過來到歐聯祖記終於吞下賽季首敗。坐
擁豪華鋒線及實力與經驗兼備的中後場，
門將施捷斯尼被視為祖記陣中最大弱點，
對曼聯的兩個失球，這位波蘭門將亦責無
旁貸，祖記要挑戰歐聯冠軍必須在門將位
置有所加強。
經過季初短暫適應，C朗已成為祖記進
攻核心，輔以文迪蘇傑、保羅戴巴拿、古
達度與杜格拉斯哥斯達等好手，祖記絕對
擁有歐洲最完整、最豪華的攻擊陣容之

一。不過比起中前場的星光
熠熠，祖記防線就有不少改善
空間，尤其是門將施捷斯尼的級
數實在與世界頂尖有一段距離。
今場兩個失球中，桑馬達的罰球雖

然漂亮，但絕非無法挽救，施捷斯尼
被艾舒利楊格的假動作騙倒才失去先
機；而第二個失球施捷斯尼更需負上
最大責任，未有主動出迎化解艾舒利楊
格的罰球傳中致令防線陷於被動，最後
更將皮球拍到邦路斯身上反彈入網。
英格蘭名宿史高斯及夏格維斯均

認為，施捷斯尼近年並無進步，
祖記要衝擊歐聯冠軍需要更具級
數的門將：「施捷斯尼由阿仙
奴到現在均沒什麼進步，要贏
歐聯冠軍需要世界級門將，保
方的離隊為祖記防線留下弱
點。」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意甲幾無敵手

門將位置成軟肋

昨天凌晨歐洲聯賽冠
軍盃另外幾場第4輪重
點戰，衛冕冠軍皇家馬
德里作客5：0大勝捷克
的柏辛域陀尼亞。曼城

主場以6：0狂勝烏克蘭勁旅薩克達，美
中不足是自己失足卻獲判12碼的史達
寧，被批評無即時向球證說明事件。
第24分鐘，史達寧單刀推入禁區，受
到薩克達守將從後追擊，史達寧踢中草
地跌倒，球證卻判給曼城12碼，加比爾
捷西斯操刀射成2：0。史達寧當時無即
場坦白事件，賽後向球證道歉：「對手
沒碰到我，那不是12碼，我要向球證道
歉。」但史達寧強調，當時決非有意
「插水」。曼城領隊哥迪奧拿亦認為，
「我們不需要那種12碼，但戰況太快

了，當時要10秒內向球證道明一切並不
容易。」加比爾捷西斯攻入三球，大衛
施華、史達寧和馬列斯各建一功，曼城
大勝薩克達6：0後積9分升上F組榜
首，領先里昂3分。里昂同日領先兩球
下，主場被10人作戰的德甲賀芬咸逼和
2：2，賀軍積3分排第3。

皇馬穩步上揚 59年最強半場
皇馬憑賓施馬起孖、卡斯米路以及賽

前個人連續七場無波入的加里夫巴利各
建一功，以4：0創該隊59年來歐冠/歐
聯作客的上半場最大優勢，加上卻奧斯
埋齋湊夠五蛋。皇馬在臨時教頭蘇拿利
掌兵下連贏三仗，蘇帥果斷棄用缺態的
中場核心莫迪歷，改以施巴路斯擔正增
加掩上叩關之活力。另外，沙治奧拉莫
斯下半場擺手打中身後柏隊球員致對方
流鼻血，皇馬隊長強調那動作並非故
意。皇馬於G組跟羅馬同積9分暫包辦前
兩名，羅馬作客戰勝下半場得10人應戰
的莫斯科中央陸軍2：1。
E組，羅拔利雲度夫斯基上下半場各

入一粒，領拜仁慕尼黑主場輕取AEK雅
典2：0，以10分領先積8分的阿積士居
頭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失足照收12碼誤判 史達寧認衰

日前有消息稱，多家歐洲足球豪門意
圖另立門戶成立歐洲超級聯賽（歐超
聯），此舉有可能威脅到歐洲足協旗下
的歐洲聯賽冠軍盃。國際足協（FIFA）
主席恩芬天奴瑞士時間7日表示，如果
球員要踢歐超聯，就不能參加世界盃。
「要麼離開，要麼留下。」恩芬天奴
說，如果巴塞隆拿、曼城、拜
仁慕尼黑等球會試圖跳脫現有
歐足協競賽體系另立門戶，FI-
FA將對球會的球員施加禁賽懲
罰，其中包括世盃、歐洲國家
盃和其他國家聯賽。恩芬天奴
同時借機表示，他提議的全新
的世界球會冠軍盃（世冠盃）

將是對歐超聯的最好回應。他今年初提
出世冠盃改革計劃，希望由2021年開始
從現在每年一屆變成每四年一屆，每屆
從現在的7隊增至24隊參賽。
德國《明鏡》周刊日前公佈了多份保
密文件和電子郵件，資料顯示，皇家馬
德里正就計劃在2021年舉辦的包含16

支球隊參賽的歐超聯進行諮
詢，該計劃召集了來自西班
牙、英格蘭、德國、意大
利、法國的11家球會，每隊
都能擁有所有權股，保證持
有20年歐超聯會員資格，另
還將邀請5家球會參賽。

■新華社

恩芬天奴：參加歐超聯即禁踢世盃

昨 日 美 職 籃
（NBA）常規賽，
孟菲斯灰熊主場以
89：87險勝丹佛金
塊，金塊五連勝勢
頭被終止。

灰熊以50：47優勢進入下
半場。雙方下半場多次戰
平，離完場還有17.8秒時，
兩隊87平手。最後時刻，灰
熊依靠「小加素」馬克加素
的罰球拿下兩分絕殺金塊。
速龍作客以114：105擊敗
薩克拉門托帝王，豪取五連

勝，本賽季暫獲11勝1負佳
績。雷霆作客以95：86輕取
克里夫蘭騎士，迎來六連
勝。缺少韋斯布魯克的雷霆
一直保持主動，上半場領先
48：40。易邊再戰，騎士依
靠賀特、JR史密夫等人的發
揮將分差一度縮減至5分。末
節騎士以一段13：0攻勢更曾
反超前。離完場還剩6分03
秒時雙方戰至82平，及後雷
霆靠舒路達的罰球命中打破
平分僵局，並連拿8分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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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雲度夫斯基利雲度夫斯基((右右))試圖擺脫防守試圖擺脫防守。。 美聯社美聯社

■■恩芬天奴不樂恩芬天奴不樂
見歐洲超級聯賽見歐洲超級聯賽
成事成事。。 路透社路透社

■■賓施馬賓施馬((中中))和加里夫巴和加里夫巴
利利((左左))都有斬獲都有斬獲。。 路透社路透社

■■史達寧史達寧((左左))失足倒地失足倒地，，球證誤判球證誤判1212碼碼。。 路透社路透社

■■施捷斯尼今仗兩番失守施捷斯尼今仗兩番失守。。 法新社法新社

■■馬克加素馬克加素((右右))
投籃投籃。。 路透社路透社

■■CC朗的精彩朗的精彩
「「士哥士哥」」未能未能
幫助祖雲達斯幫助祖雲達斯
拿到一場勝拿到一場勝
仗仗。。 新華社新華社

■■桑馬達桑馬達((右右))扳平扳平，，成為曼聯成為曼聯
反敗為勝的還魂丹反敗為勝的還魂丹。。 法新社法新社

■■摩連奴賽後摩連奴賽後
將手放在耳旁將手放在耳旁
寸祖迷寸祖迷。。

法新社法新社

佐迪艾巴因為在巴
塞隆拿開季的低迷狀
態，自今夏世界盃後
便一直落選西班牙國
家隊。7月接掌「狂
牛兵團」着手重建的
安歷基，在昨日公佈
的最新大軍名單中，

終於召入佐迪艾巴，讓這位昔日執教巴塞
時的愛將得以重返國家隊。不過，艾巴的
巴塞隊友菲臘比古天奴卻傳來壞消息，這
位今季為巴塞貢獻5入球4助攻的巴西進攻
中場因為肌肉拉傷，將缺陣兩到三星期。

佐迪艾巴重歸狂牛
古天奴因傷休三周

■■佐迪艾巴佐迪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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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澳職 墨爾本城 威靈頓鳳凰 今日4：50p.m. C615/C655/n639

東亞錦賽 新加坡 印尼 今晚8：00p.m. C602/C662

意甲 費辛隆尼 費倫天拿 周六3：30a.m. C614/C654/n638

德甲 漢諾威 禾夫斯堡 周六3：30a.m. n670/Fox+

法甲 里爾 斯特拉斯堡 周六3：45a.m. C615/C655/n639

西甲 利雲特 皇家蘇斯達 周六4：00a.m. n632

阿甲 圖庫曼體育會 羅沙里奧中央 周六8：00a.m. C615/C655/n639

註：C為有線、n為now TV。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