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爭冠關鍵戰不敵曼城，利物浦
雖說仍有四分優勢，不過被追
趕的壓力卻是愈來愈大，面

對曼城來勢洶洶的進
迫，紅軍心
理質素將
迎來真正
考驗。連

同足總盃不敵
狼隊，遭遇兩連敗的利物浦為避免
陷入低潮，必須在今場對白禮頓的
賽事重建信心；陣容方面祖高美
斯、祖爾麥迪比及洛夫雲相繼受

傷，但中堅華基爾雲迪積克及門將艾利臣
比加兩名防線重心仍然健健康康算是不幸
中之大幸，相信防守中場法賓奴會串演中
堅鎮守中路。

紅軍中前場「夫添」
要避免因傷兵潮而出現的防線缺點暴露，

相信高洛普會以攻代守力求掌控賽事，慶幸
的是紅軍中前場全部球員均可隨時候命，要
擊敗排名13的白禮頓還是有一定把握。另方
面，高洛普就被問到有關兩連敗的看法，這
位德國教頭作出反擊：「我認為我們今季表
現不錯，還記得兩星期前大家才在讚美我

們，並高興我們與曼城的積分差距，因此我
不認為我們出了很大問題。」

白禮頓死球成威脅
白禮頓今季主場成績不俗排名英超第

七，射手格連梅利至今已取得8個入球，
速度與傳中技術不俗的馬治亦是白禮頓一
大殺着，利物浦要確保三分到手要嚴防對
方的死球攻勢，否則被主隊站穩陣腳下要
爭取入球並不輕鬆。白禮頓領隊曉頓就表
示，就算面對利物浦也不會感到壓力，相
信球員會盡力發揮本身最佳水平，與紅軍
爭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聖日耳門訪艾米恩斯求反底
剛於法聯盃出局的巴黎聖日耳門，將於本港周日凌晨法

甲再度登場，作客聯賽只列第17位的艾米恩斯。前者過去
周中不敵甘岡明顯是太輕敵，如尼馬及基利安麥巴比等受過
教訓後，相信必會認真作賽，再度陰溝裡翻船的機會不大。

（有線615、655台，now639、714台周日0：00a.m.直播）

51歲三浦知良與FC橫濱續約
現年51歲的前日本國腳三浦知良，昨日宣佈與日乙球隊FC橫濱

續約一年。將於下月滿52歲的三浦在聲明中表示自己每分每刻都
會落力訓練，以報答所有人的支持；然而FC橫濱教練泰華利斯就
表示三浦始終已年過50，故必須在情況許可下，才會派出該名前日
本國家隊主力落場。

兩支倫敦英超大球會會於今晚英超
登場，其中阿仙奴早場出訪有拿斯尼
倒戈的韋斯咸，預計必會受到猛烈抵
抗。（now621台今晚8：30p.m.直
播）
在上周英足盃淘汰伯明翰的韋斯
咸，今季於主場曾先後逼和車路士
及擊敗曼聯，難怪領隊柏歷堅尼賽
前也顯得甚有信心：「我們今季面
對強隊有很好的表現，加上主場
有6萬名球迷在背後支持我們，
球隊必以3分為目標。」陣容方
面，之前曾受創的阿拿奧杜域
已可候命，至於1月加盟的拿
斯尼亦可倒戈，主隊戰鬥力不
用懷疑。

阿仙奴在上周英足盃大炒黑池取得正式
比賽兩連勝，加上之前受傷的守將如比利
連、哥斯尼及蒙利爾皆可回歸，是役出訪
「槌仔幫」當然有力爭勝。然而，教頭艾
馬利賽前也是小心翼翼，並明言出訪韋斯
咸肯定是一場苦戰：「韋斯咸正逐漸進
步，如菲臘安達臣等球員均有極佳個人質
素，加上領隊柏歷堅尼把球隊調教得十分
平衡，可以預期是役必定是一場激戰。」

車路士無懼紐卡素
車路士則會於尾場主場迎戰紐卡素。前

者剛於英聯盃準決賽不敵熱刺，但球隊之
前演出其實頗穩定，累積4戰不敗兼擊敗
屈福特和水晶宮等對手，只要夏薩特及艾
華路莫拉達等能保持一貫水準，要贏近10

場正式比賽僅1勝的「喜鵲」該是毫無難
度。（now621台周日1：3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拉斯維加斯警方要求基斯坦拉斯維加斯警方要求基斯坦
奴朗拿度奴朗拿度（（CC朗朗））提供提供DNADNA檢檢
體體，，以調查這名祖雲達斯前鋒遭以調查這名祖雲達斯前鋒遭
控的性侵案控的性侵案。。
CC朗的律師基斯甸臣淡化了這份朗的律師基斯甸臣淡化了這份
送到意大利當局令狀的重要性送到意大利當局令狀的重要性，，
並在昨天透過一紙聲明告訴法並在昨天透過一紙聲明告訴法
新社新社，，這是標準作業程序這是標準作業程序。。
聲明中寫道聲明中寫道：「：「朗拿度先生朗拿度先生
今天一如往常地主張今天一如往常地主張，，20092009

年在洛杉磯的事年在洛杉磯的事，，本質上是兩情相悅本質上是兩情相悅
的的，，因此若驗出他的因此若驗出他的DNADNA其實並不意其實並不意
外外，，警方在調查時提出這個標準程序要警方在調查時提出這個標準程序要
求求，，也不奇怪也不奇怪。」。」
3434歲的拉斯維加斯前模特兒瑪約加去歲的拉斯維加斯前模特兒瑪約加去

年在內華達遞狀年在內華達遞狀，，指控朗拿度在指控朗拿度在20092009
年年66月月1313日性侵了她日性侵了她，，時間點就在他從時間點就在他從
英超曼聯轉投到西甲皇家馬德里前英超曼聯轉投到西甲皇家馬德里前。。3333
歲的朗拿度極力否認這樣的指控歲的朗拿度極力否認這樣的指控，，並獲並獲
得現在所屬的意甲祖雲達斯支持得現在所屬的意甲祖雲達斯支持。。
瑪約加控訴瑪約加控訴CC朗在拉斯維加斯的飯店朗在拉斯維加斯的飯店

性侵了她性侵了她，，有報道指稱有人付給她有報道指稱有人付給她3737萬萬
50005000美元的封口費美元的封口費，，要她保持沉默要她保持沉默。。瑪瑪
約加的律師先前表示約加的律師先前表示，，瑪約加同意庭外瑪約加同意庭外
和解和解，，以讓她的名字不被公開以讓她的名字不被公開，，但因受但因受
反性騷擾的反性騷擾的「「#MeToo#MeToo」」運動啟發運動啟發，，才才
決定說出來決定說出來。。根據瑪約加的訴狀根據瑪約加的訴狀，，她和她和
CC朗在拉斯維加斯的夜店相遇朗在拉斯維加斯的夜店相遇，，然後隨然後隨
他和其他人到了他的飯店套房他和其他人到了他的飯店套房，，發生了發生了
瑪約加聲稱的性侵案瑪約加聲稱的性侵案。。 ■■中央社中央社

偵辦C朗性侵疑雲
美警方要求DNA檢體

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國網球
好手梅利昨天表示，他持續掙
扎於右臀傷勢帶來的嚴重疼
痛，因此澳洲網球公開賽可能
將是他的最後一場比賽。
五次在澳洲網球公開賽獲得

亞軍的梅利，一年前開刀治療
臀部，之後始終未能恢復到最
佳狀態。法新社報道指出，梅
利預計在今年退休，並將溫布

頓網球錦標賽視為生涯最後一
役。
梅利在舉行澳網的墨爾本球

場告訴記者，他希望至少能打
完今年的溫網，但也提到他感
覺澳網可能是他生涯的最終
戰。梅利說：「我想讓溫布頓成
為我生涯的最終站，但我不確定
自己能夠做得到，我想有可能澳
洲網球公開賽是我最後一場比

賽。」
努力忍住淚水的梅利感性地

表示：「是的，我覺得是有那樣
的可能，那是肯定的。」梅利
說：「我能在有限的情況下上
場，但這些限制和傷痛，讓我無
法享受比賽或訓練。」「我不確
定在這樣的傷痛下，我能繼續再
打4、5個月。」澳洲網球公開
賽14日將正式開打。 ■中央社

防線缺人料以攻代守防線缺人料以攻代守

利物浦利物浦

阿仙奴訪韋斯咸勢遇考驗

誓挫白禮頓誓挫白禮頓

■阿仙奴（左）首循環主場大勝韋斯
咸。 資料圖片

英超聯賽不敗身上周被曼城

打破，但仍擁四分優勢的利

物浦希望今戰白禮頓可以

重回正軌。後防遭遇傷兵

潮下，紅軍只有一名正職

中堅可用，為確保三分到手，相信主帥

高洛普會重啟前場緊迫打法以攻代

守，試圖盡快打開紀錄控

制比賽。（now621 台

今晚 11： 00p.m. 直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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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昨日公佈了今年明星賽
的第二輪票選結果，「大帝」

勒邦占士繼續領放。
洛杉磯湖人的占士依舊是到目前為止西岸
的「票王」，他的得票是277萬9812票。密
爾沃基公鹿的阿迪圖昆保仍然保持東岸得票
第一的位置，他有267萬816票進賬。
占士曾14次入選全明星陣容，3次獲得

明星賽最有價值球員稱號。在西岸，目前
前場位置上得票排在占士之後的是19歲的
達拉斯獨行俠新秀盧卡當錫，他獲得了222
萬 77票。值得注意的是，奧克拉荷馬雷霆
的佐治在第二輪投票反超金州勇士球星杜
蘭特，上升至西岸前場球員中的第三位，
獲得185萬9216票。
西岸後場領先的前兩位球員依舊是勇士

的居里和明尼蘇達木狼的戴歷克羅斯，兩
人的得票分別為209萬4158票和198萬6840
票。在東岸前場陣容中，緊隨阿迪圖昆保
的分別是多倫多速龍的李奧拿德和費城76
人的祖爾艾比迪。而後衛球星中領跑的依
舊是波士頓塞爾特人的艾榮和邁亞密熱火
的華迪。
第68屆NBA全明星賽將於2月17日在夏

洛特進行，球迷投票的截止日期是1月 21
日。在票選中，球迷投票的比重佔50%，
現役球員和媒體評審團的投票各佔25%，
最終產生東、西岸正選球員共10名。1月
24 日，NBA 將公佈全明星賽正選陣容和
東、西岸隊長的名單，後備陣容則將在之
後一周公佈。 ■新華社

NBA明星賽二輪票選
占士繼續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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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士繼續在投票中領放。 法新社

■■CC朗繼續否認朗繼續否認
指控指控。。 路透社路透社

梅利因傷所苦 澳網後可能退休

■梅利在記招中拭
淚。 美聯社

收起美斯、蘇亞
雷斯、拿傑迪錫、

碧基與佐迪艾巴的巴塞隆拿，於本港周五凌晨
西班牙盃16強首回合僅能憑菲臘比古天奴的
12碼破蛋，作客以1：2先負利雲特。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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