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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大破伯頓，有輿論認為作為超聯衛冕冠軍兼現時列第 2 位的豪
這場比賽，曼城以
門，曼城面對低兩級別聯賽的對手也如此大派九隻光蛋，似乎是對伯頓有欠尊重。不

在盃賽遇上低兩個級別聯賽的球隊，火力全
開的曼城未有手下留情。英格蘭聯賽盃（英聯
盃）當地 9 日晚的 4 強首回合較量，曼城主場面
對英甲分子伯頓的越級挑戰，結果由加比爾捷
西斯領軍來個「大四喜」，以 9：0 狂數對手，
寫下英聯盃準決賽最大勝仗，亦平了哥迪奧拿
執教生涯最懸殊比數的贏波紀錄。

過，哥迪奧拿卻不以為然，說道：「我沒想過會贏這麼多球，但這很好，這樣（認真）踢才是
對伯頓的最大尊重。」

加比爾捷西斯「大四喜」
曼城日前足總盃大勝洛達咸 7：0 過關，今仗英聯盃準決賽的正選 11 人中，屬非一線陣容的球員
不足半隊，可見哥帥也並無輕視此盃。奇雲迪布尼開賽 5 分鐘頭槌先拔頭籌，加比爾捷西斯在 30
分鐘補頂中鵠，4 分鐘後他接應左路橫傳扣過敵衛近門射成 3：0。再過兩分鐘，22 歲左閘辛真高
遠射世界波，攻入在曼城一線隊的第一球。
加比爾捷西斯在 57 分鐘接應馬列斯右路傳中頭槌破網，後備入替的中場菲爾科頓第 62 分鐘
補射得手，再過3分鐘加比爾捷西斯完成「大四喜」，加上基爾獲加及馬列斯完場前各入一
粒，最終湊足 9 隻光蛋完場。9：0 創下英聯盃史上 4 強的最大勝仗紀錄，之前紀錄是曼
城2014年6：0贏韋斯咸及奧咸1990年6：0擊敗韋斯咸。
9：0也平了哥迪奧拿執教生涯中的最大勝績，之前一次是哥帥2011年12月23
日執教巴塞隆拿時在西班牙盃以 9：0 大勝賀斯比圖勒。如今決賽資格十拿
九穩，哥帥表示：「球隊有機會進入決賽，曼城定必全力以赴，唯有
這樣才可保持專注。」今季無甚機會表現自己的加比爾捷西
斯斬獲4球，哥帥高興地認為：「這對他和曼城都是
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哥迪奧拿
哥迪奧拿((右)完場後跟
對方球員握手。
對方球員握手
。 路透社

■加比爾捷西斯個人
攻入 4 球，帶領曼城
大勝一場。
大勝一場
。 路透社

傳史東斯嫌受束縛
拋
「妻」
棄女
曼城中堅史東斯是役輪休，
全場坐在後備席上觀戰。不
過，這位 24 歲英格蘭國腳卻成
為了場外緋聞的焦點人物。據
英國《太陽報》9 日報道，史
東斯為了有更多的自由，竟然

■ 基 爾 獲 加 ( 右) 射
成 8：0。 路透社

■史東斯被指曾偷食獲原諒
史東斯被指曾偷食獲原諒，
，如今
卻拋棄青梅竹馬的女友。
卻拋棄青梅竹馬的女友
。 資料圖片

PSG大熱倒灶 法聯盃無緣六連霸
法國聯賽盃足球賽 8 強，法甲積分榜首尾
兩極球隊進行對決，獲得 3 個 12 碼的聯賽
「包尾大幡」甘岡把握住其中兩次機會，在
王子公園球場以 2：1 將強大的巴黎聖日耳
門（PSG）淘汰出局。
巴西球星尼馬下半場替主隊 PSG 打破僵
局，不過尼格巴高圖與馬古斯杜林先後 12
碼命中，PSG就此無緣法聯盃六連冠，他們
在 國 內 盃 賽 的 43 連 勝 也 畫 上 了 句 號 。
■新華社

■ 尼馬
尼馬(( 中) 被球證出
示黃牌。
示黃牌。
法新社

拉莫斯第100球 皇馬2019終開齋
西班牙盃當地 9 日進行了 4 場 16 強首回
合較量，皇家馬德里主場 3：0擊敗雷加利
斯，2019 年踢了 3 仗終響勝鼓。不過，班
拿貝主場這夜入場球迷僅得 44,231 人，創
近10年新低。

班拿貝入座率創10年新低
■ 沙治奧拉莫斯
沙治奧拉莫斯(( 右)
射入12
射入
12碼
碼。 美聯社

班拿貝球場可容納最多約 8.1 萬名觀
眾，今場 44,231 的入場人數不僅是本賽季
最低的入座率，也是皇馬自 2009 年 5 月 24
日以來首次入場觀眾不足 4.5 萬人，創近
10 年新低，相信是球迷以行動來對皇馬聯
賽成績欠佳表達不滿。
皇馬迎戰雷加利斯，主帥蘇拿利輪換多
名球員。後防大將沙治奧
拉 莫 斯 上 半 場 射 入 12

長話短說
列貝利禍不單行 練波受傷
近日被指吃「金箔牛扒」炫富挨批、於
網上爆粗反擊球迷的拜仁慕尼黑老將列貝

利，昨天隨隊於多哈練兵時右大腿肌肉組
織撕裂受傷，但未有公佈需休養多久。這
位法國中場數周前已宣佈將於季後離隊。

摩佬收賠償 料季後上新工

■列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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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單方面，上半區的 1/4 賽
■費達拿捧獎盃出席抽籤儀
區由祖高域領銜，2/4 賽區雲
式。
法新社
集阿歷山大施華利夫、添姆、
華連卡和拉奧歷等好手：下半 賽，8 強很大機會是夏莉普對
區 3/4 賽區，費達拿和施歷擔 前述其中一人。2/4 區由大坂
大旗，4/4 賽區則有拿度和安 直美、施維杜蓮娜和阿薩蘭卡
達臣坐鎮。8 強對位預測：祖 領銜，還有王薔與張帥都處此
高域有機會遇上錦織圭或宋 區，預測 8 強有機會是大坂直
加，施華利夫或鬥添姆、華連 美鬥施維杜蓮娜。下半區 3/4
卡等人，施歷有機會跟費達拿 區，8 強估計會由禾絲妮雅琪
或梅利爭入 4 強，跟拿度或安 對奧絲達賓高或舒拉寶娃等。
4/4 區，如無意外將是卻芭和
達臣合演準決賽。
女單方面，上半區出現死亡 史堤芬絲爭入準決賽。正賽將
1/4 區，雲集夏莉普、大威、 於1月14日（下周一）展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細威、穆古露莎、彭帥、鄭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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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火箭在美國職籃（NBA）當
地 9 日的常規賽中，主場以 109：116
不敵公鹿。火箭王牌球星夏頓 30 投 13
中，三分球 16 投 6 中，全場攻入 42
分，另有 11 籃板及 6 助攻。這是夏頓
連續 14 場比賽得分上 30，由此追平了麥基迪
在 2002-03 賽季的連場 30 分成績，距離高比拜
仁創下的 16 場 30+紀錄只差 2 場。可惜關鍵時
刻，夏頓連射三分未能得手，沒能幫助火箭成
功逆轉。賽後火箭以 23 勝 17 負列西岸第 6，
29勝11負的公鹿則領跑東岸列強。
同日，塞爾特人有3人得分突破20分，包括
莫里斯和積倫布朗雙雙貢獻 22 分，一路領先
並拉開差距下主場以 135：108 大破溜馬，收
穫4連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夏頓迫近紀錄

賽事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2019 年澳洲網球公開賽昨天
舉行了抽籤儀式，衛冕男單冠
軍費達拿與女單盟主禾絲妮雅
琪擔任嘉賓。

男單4強費達拿或遇拿度

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註：C為有線、n為now TV。#為中立場。

澳網抽籤 女單現死亡1/4區

碼，攻入個人職業生涯第 100 球。盧卡斯
華斯基斯和雲尼斯奧斯下半場為皇馬鎖定
勝果。此役還有剛轉會至皇馬的新秀巴謙
戴亞斯，於 78 分鐘入替作「地標戰」首
演。
早前有中場卻奧斯加入「十字軍」的皇
馬，賽前再有門將高圖爾斯因左髂骨肌受
傷，需休戰約10天。基羅拿華斯今場重當
正選，再次力保大門不失。
其他幾場，馬
德里體育會作客
被基羅納逼和 1：
1，維拉利爾主場
跟愛斯賓奴踢成
2： 2， 基 達 菲 主
■ 雲尼斯奧斯 場小勝華拉度列
( 下) 身 後 ， 也 1：0。
有不少「吉
■香港文匯報
位」。 新華社
記者 梁志達

連續 場

摩連奴去年底被曼聯解職，外媒指曼
聯已給他 1,500 萬英鎊解約賠償。英國
《每日郵報》報道，「摩佬」有機會本賽
季落幕後宣佈下一站，盛傳重返皇家馬德
里執教的機會甚高。另英冠史篤城宣佈，
任命盧頓主帥彌敦鍾斯代替被炒的魯域治
擔任領隊。

拋「妻」棄女搬離他們的愛
巢。
報道指，史東斯和青梅竹馬
的米莉莎維治，兩人自 12 歲時
便相識，15 歲開始約會，去夏
世界盃米莉也是三獅軍女友太
太團的一分子。事實上在 2016
年，史東斯被踢爆背住女友偷
食，隨後獲得米莉的原諒，史
東斯則購買了一所豪宅作賠
罪。兩人育有一名 18 個月大的
女兒，但近日史東斯被指突然
搬離了他們的愛巢，獨個兒搬
到別處，為的是「想要更多自
由」。
■綜合外電

■ 夏 頓
(左)手感
火燙。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