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聯16強抽籤結果

馬德里體育會(西) 對 祖雲達斯(意)

曼聯(英) 對 巴黎聖日耳門(法)

里昂(法) 對 巴塞隆拿(西)

阿積士(荷) 對 皇家馬德里(西)

歐霸盃32強部分抽籤結果

維也納迅速(奧地利) 對 國際米蘭(意)

巴迪(白俄) 對 阿仙奴(英)

些路迪(蘇) 對 華倫西亞(西)

註：先列者首回合踢主場。

史浩克04(德) 對 曼城(英)

熱刺(英) 對 多蒙特(德)

羅馬(意) 對 波圖(葡)

利物浦(英) 對 拜仁慕尼黑(德)

馬模(瑞典) 對 車路士(英)

拉素(意) 對 西維爾(西)

蘇黎世(瑞士) 對 拿玻里(意)

西班牙甲組聯賽，
本港時間17日凌晨巴
塞隆拿作客大炒利雲特
5：0，續居榜首。美斯
入了3球兼2獻助攻，

2018年入球突破50關，是阿根廷「球
王」近9年來的第8次，向早前「金球
獎」僅列第5位作出反擊。
美斯是2018年第一個突破半百「士

哥」的球星，3球2攻亦是他球員生涯
第3次、近7年第1次能夠單場獨造5
球。第43分鐘，他中圈加速從兩名守衛間穿
過，奔襲半場殺入禁區再以右腳射入其本屆
西甲第12球，助巴塞領先2：0，衝刺時速更
高達32公里。西甲賽會賽後發佈了美斯在飛

碟下降臨的圖片，大讚他是「外星人」。美
斯賽後亦超越前隊友沙維，以323場成為西
甲贏波場數最多的巴塞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環法冠軍封BBC體壇風雲人物
今夏率

英格蘭殺
入世界盃
4 強的修
夫基在16
日 榮 膺
BBC（英

國廣播公司）年度最佳教練，効力熱刺
的英足隊長哈利卡尼則當選年度體壇風
雲人物第3名，第1、2名分別是首奪環法
單車賽冠軍的湯馬士以及蟬聯F1冠軍車
手頭銜的咸美頓。

迪歷特成首位奪金童獎後衛
《都靈體育報》宣佈，今屆無論在阿

積士或荷蘭國足都大放異彩的19歲中堅

迪歷特，力壓同鄉祖斯甸古華特和利物
浦右閘阿歷山大阿諾特，成為首位當選
「歐洲金童獎」的後衛。此獎是由《都
靈體育報》創
辦，由歐洲媒
體、記者評審出
歐洲球會年度最
佳的21歲以下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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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仙奴中堅梅斯達菲和柏柏斯達夫普路斯停賽，洛賀
丁又倦勤，中路得剛久傷復出的哥斯尼勉強撐住。「兵
工廠」制空力大減，結果被丹尼艾格斯起孖及查理柯士
甸破網，連續給三個頭槌轟破大門，在16日晚英超作客
以2：3輸給狀態平平的「聖徒」修咸頓，更折損了右閘
比利連。各項賽事22場不敗斷纜，阿記英超落後第4位
熱刺3分，領隊艾馬利警告說：「其他球隊發揮着高水
平，假如像今天輸掉本該贏下的比賽，我們很難入前
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
聖
徒
」空
襲

阿
記
殘
陣
不
敗
斷
纜

摩連奴曾埋怨
己隊欠缺一

名「癲狗型」中
場，此役儘管排出
五人防線，但大巴
防守戰術還是泊不
成，問題正出在防
守中場。安達靴里

拉多番被吸引到邊線，擅長阻斷對
方傳球路線的尼曼查馬迪攔截亦非
強項，失去中場屏障讓利記頻殺到
禁區外圍攻。曼聯前鋒盧卡古又持
續低迷遭利記中堅雲迪積克箝制，
主場的紅軍更放膽施壓。

法賓奴控制中場

高洛普妙換沙基利

今夏加盟利記的巴西中場法賓奴
把握紅魔中場硬度不夠，經常趁己
隊往邊線推進拉散對方兵力時，殺
上禁區前穿針引線，上半場24分鐘
正是他在無人壓迫下精妙斜傳，助
攻沙迪奧文尼左腳射成1：0。其後
利記門將艾利臣失誤，將盧卡古的
橫傳拍前，連格補射一度替紅魔扳
平完半場。
紅軍三叉戟的法明奴與沙迪奧文尼頻

繁換位組織攻勢，摩連奴發現問題，下
半場換入費蘭尼改回433陣式，堵塞了
防中強度不足的漏洞。利記領隊高洛普

隨後換入梳頓沙基利來應對，擅長盤帶
的沙基利以撞牆或直傳滲透支援三叉
戟，紅魔體力下降防線也招架不住，讓
瑞士球星在73及80分鐘連續射入兩個
「省」中人改變方向的入波。利記36
次勝門完勝紅魔6次，法賓奴5次射門2
次關鍵傳送，傳球成功率近八成，高洛
普賽後大讚此子「極其出眾」，而他與
沙基利兩新援對辦，助高洛普成功在5
次英超「雙紅會」中首挫摩帥。

積分失球差絕歷屆英超同期
寸王賴前任

紅魔遭第5的阿仙奴拋離9分，爭
四堪憂，積26分和失29球更是曼聯
歷屆英超開季17輪的最差數據，上
次17戰26分是1990/91年英甲，在
頂級聯賽頭17場失多於29球，上次
更要追溯到1962/63英甲。
「寸王」摩連奴賽後將問題歸咎到

前兩任主帥莫耶斯及雲高爾身上，
「大家可看看他們執教時的數據，曼
聯經常有傷兵，這樣很難去提高球員
的身體質素和比賽狀態。（利記的）
安德魯羅拔臣、文尼、穆罕默德沙
拿、韋拿杜姆、拿比基達、法賓奴都
是有技術且身體素質很好的球員，我
縱有技術出色的戰將，球員卻無那種
出色的身體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利物浦全場36次瘋狂射門，遭到如此蹂

躪的卻非弱旅，而是老對手曼聯。英格蘭超

級聯賽「雙紅會」，已淪為「病魔」的「紅

魔」面對「利記」的狂轟濫炸完全無力招架，中

場盡失，儘管輸1：3有兩球是「省」中人所

失，但遠被對手凌駕的表現已反映曼聯落後

前列球隊的距離。曼聯開季17輪得26

分、失29球也是該隊歷屆英超同期

最差，領隊摩連奴一向引以為傲的

「泊大巴」戰術也不再奏效，

看來換帥的日子也不遠

了。

明晨英格蘭聯賽盃8強曼城將作客撲
擊李斯特城（本港時間周三3：45a.m.
開賽）。李城左閘芝維爾續倦勤，其餘
傷兵不多，惟球隊英超兩連敗後退守第
12位，為免捲入降班漩渦是役或會輪換
部分二線兵。論副選兵曼城則擁有驕人

的板凳兵源，如中場後起之秀菲爾科
頓、上一圈起孖的中場巴謙戴亞斯，此
役均有望擔正，加上傷癒的攻擊手阿古
路和奇雲迪布尼候命，曼城有力承接新
挫愛華頓氣勢再下一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聯賽盃8強 曼城誓摘「李」

A39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梁志達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8年12月18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81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12月18日（星期二）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德甲 慕遜加柏 紐倫堡 周三1：30a.m. n670/Fox+

意甲 博洛尼亞 AC米蘭 周三3：30a.m. C614/C654/n638

德甲 杜塞爾多夫 多蒙特 周三3：30a.m n670/Fox+

德甲 哈化柏林 奧格斯堡 周三3：30a.m n671/Fox+

德甲 禾夫斯堡 史特加 周三3：30a.m n672/Fox+

法聯盃 奧連斯 巴黎聖日耳門 周三4：0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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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中足球賽事繼續上演，聯賽近4場兩
失分、歐霸新敗給奧林比亞高斯出局的
AC米蘭，為保聯賽第4位置，明晨意甲
第16輪作客對兩連敗列倒
數第三的博洛尼亞，連場
食白果的射手希古恩誓必
為A米挽面子。（有線614
及654台、now638台周三
3：30a.m.直播）
在阿聯酋舉行的世界冠
軍球會盃，日前3球大破突
尼斯希望隊的東道主球會

艾阿恩，將迎來剛捧南美自由盃的阿根廷
老牌勁旅河床的挑戰。河床中場祖安昆特
路與干沙路馬天尼斯狀態俱佳，爭勝添本

錢。（本港時間周三0：
30a.m.開賽）
德甲，日前遭賀芬咸悶

和讓多蒙特在榜首領放9
分的慕遜加柏返主場強攻
尾 二 的 紐 倫 堡 。
（now670台及Fox+周三
1：3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美斯逆天數據 賽會讚歎「外星人」意甲 世冠盃分途演好戲

■■湯馬士湯馬士((中中))力壓咸美頓力壓咸美頓((右右))
和卡尼和卡尼((左左))獲頭名獲頭名。。 美聯社美聯社

■■沙基利沙基利((左左))兩度破網兩度破網，，曼聯中堅艾歷曼聯中堅艾歷
拜利拜利((右右))失望地坐在地上失望地坐在地上。。 法新社法新社

■■迪歷特迪歷特

■■西甲官方製西甲官方製
圖圖，，讚歎美斯讚歎美斯
是是 「「 外 星外 星
人人」。」。

西甲官網西甲官網

■■美斯美斯((右二右二))撕破敵軍防線撕破敵軍防線，，
射入個人今場第一球射入個人今場第一球。。 路透社路透社

■■修咸頓前修咸頓前
鋒艾格斯鋒艾格斯((左左
二二))在哥斯尼在哥斯尼
((左左))的防守下的防守下
頂成頂成11：：00。。

美聯社美聯社

■■AA米射手希古恩盼米射手希古恩盼
重拾射門鞋重拾射門鞋。。 路透社路透社

■■摩連奴難道已是黔摩連奴難道已是黔
驢技窮驢技窮？？ 路透社路透社

■■法賓奴法賓奴((右右))在中場搶截得力在中場搶截得力，，令令
利物浦攻防轉接更為流暢利物浦攻防轉接更為流暢。。 路透社路透社

歐洲足協昨晚完成歐洲聯賽冠軍盃16強及歐霸
盃32強的淘汰賽抽籤，歐聯矚目戲碼有曼聯對巴
黎聖日耳門（PSG）、利物浦對拜仁慕尼黑及熱刺

對多蒙特。
曼聯戰績江河日下，在英超20隊中失球數第5

多，恐難擋PSG尼馬、麥巴比和卡雲尼的全球最
貴三叉戟。「紅魔」突圍只能把握PSG作客偶有
失準、作客英格蘭得1勝4和5負的弱點，惟PSG
又卻有「先客後主」優勢。在曼聯踢了一季2015
年黯然離隊的PSG中場迪馬利亞，此番將會倒戈
舊會。

利物浦撼拜仁 曼城巴塞得上籤
今季德甲走樣的拜仁，近3遇英超對手都是阿仙

奴，全佔上風，換上小組主場3戰全勝的利物浦，

首回合拜仁作客將很關鍵。利記鐵衛雲迪積克首回
合停賽，然而於德甲揚名的領隊高洛普對拜仁及隊
中舊部如利雲度夫斯基等也不陌生，另曾失意拜仁
的利記中場沙基利有機會向舊會證明自己。
熱刺和多蒙特踢法賞心悅目，球風類近；至於

衛冕的皇馬沒了C朗能否抵擋阿積士的「青春風
暴」，也備受關注。曼城和巴塞隆拿齊抽得好籤，
分別對史浩克04與里昂。16強首回合當地時間明
年2月12/13日上演。
歐霸32強，車路士對瑞典馬模、阿仙奴對白俄

羅斯巴迪、國際米蘭對維也納迅速，級數均勝一
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歐聯16強 紅魔慎防中「門」大開

■前利物浦名將路爾斯加西亞當今次歐聯抽籤嘉
賓。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