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喪飲夜蒲死性不改
朗尼又傳偷食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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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過兩險關
霸氣再現

比賽中，皇馬鋒線小將雲尼斯奧斯博得12
碼，以後備身份登場的加里夫巴利更僅

用了17分鐘便立下戰功，取得他在皇馬各項
賽事的第100球。主帥蘇拿利賽後對這兩位愛
將不吝讚美之辭，「巴利射入一記『現象級』
的入球，他帶着幸福和微笑返入更衣室。」這
位阿根廷籍教頭說道：「至於雲尼斯奧斯，我
們會常常忘記他還只是個少年，他已經用一次
又一次的演出令我們折服，能夠擁有這樣的球
員，實在很幸福。」
開賽16分鐘，皇馬中場卻奧斯開角球，拉
莫斯頭槌爭頂，皮球落到小禁區邊位置，巴西
防守中場卡斯米路打出一記甚有昔日基斯坦奴
朗拿度影子的精彩倒掛，射入他今季第3球。
25分鐘，基沙文接應安祖哥利亞傳球單刀殺入
禁區，冷靜射成1：1。皇馬在42分鐘再度領
先，雲尼斯奧斯被基文尼斯剷跌，球證認為犯
規地點在禁區內判罰主隊12碼，拉莫斯操刀
命中，個人11個「士哥」亦創下16年職業生
涯的單賽季新高。

莫拉達鬥舊主慘食詐糊
易邊再戰，對陣舊主的馬體會鋒線新援艾華
路莫拉達於54分鐘單刀入球，但球證在諮詢
視像球證（VAR）後認為此球越位在先，判
作無效。皇馬沒有被扳平，到74分鐘再入一
粒，出任後備的加里夫巴利接應莫迪歷斜傳，
推至小禁區左角妙射遠柱得手。「大聖爺」入
球後遭到馬體會球迷的噓聲，並做出左手拍右
臂同時右手打開五指揮動這個在西班牙帶有侮
辱含意的動作來反擊。
馬體會完場前10分鐘有湯馬士柏迪累滿兩

面黃牌被逐離場，皇馬最終順利帶走3分，繼
日前西班牙盃4強首回合作客戰和巴塞隆拿後
再迎來一場重要勝仗，連續7場不敗兼贈馬體
會兩連敗。目前，皇馬以14勝3和6負積45分
超越馬體會升上聯賽榜次席，不計10日的賽
果暫時落後少賽1場的巴塞5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西班牙甲組聯賽當地9日晚首都打

吡大戰，皇家馬德里前赴萬達大都會

球場挑戰同城勁敵馬德里體育會，最

終以3：1奏凱而歸，將不敗紀錄延續

到第7場的同時，還在積分榜超越後

者殺上第2位。卡斯米路、沙治奧拉

莫斯和加里夫巴利先後建功，幫助

「白衣軍團」拿到3分。皇馬在4天

內兩場作客硬仗都力保不敗，在賽季

的關鍵時刻，「銀河戰艦」終於恢復

了巔峰狀態。

今場西甲首都打吡，幾次關鍵
的爭議判決令球證及VAR幾乎成
了主角，而馬體會賽後亦通過社
交媒體平台為自己平反。
最明顯莫過於是皇馬領先2：1
的12碼，雲尼斯奧斯左路帶球推
向禁區，基文尼斯出腳攔截剷跌
巴西小將，球證即時判罰12碼，
之後縱翻看VAR亦維持原判，但
慢鏡顯示當時犯規地點明顯是在
禁區線外。另第54分鐘，莫拉達

的入球是因為VAR的改判而空歡
喜一場，馬體會提供的圖片顯示
當時莫拉達並無越位，惟會方所
劃的越位線是否準確還是值得商
榷。第67分鐘，卡斯米路禁區內
對莫拉達有犯規動作，球證當時
有漏判給馬體會12碼之嫌，然而
由於這種犯規可不算在VAR的使
用守則內，故當時VAR沒介入亦
屬合理。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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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在英格蘭超級聯賽9
日第26輪比賽中主場輕取般
尼茅夫3：0，保住積分榜領
跑的主動權，「紅軍」領隊
高洛普對球隊表現有進步表
示滿意。
上半場沙迪奧文尼接應占

士米拿傳中頂入，剛病癒的
中場韋拿杜姆之後射成2：
0，下半場穆罕默德沙拿再下
一城。不計10日曼城一戰，
之前兩連和的利物浦得以3分
優勢保持領跑主動權。高洛
普說：「在反壓搶迫方面，
這是我們近來做得最好的一
場。我們必須懂得去學習和
適應，領先3、5、7分其實不
重要。」

首嘗英超連勝 卡城悼沙拿
阿仙奴憑伊禾比及拿卡錫

迪上半場入波，作客以2：1
戰勝榜尾的哈特斯菲爾德，
守在第6位。因空難喪生的伊
美利安奴沙拿本來的新東家
卡迪夫城，球員都身披特製
球衣，胸前印着他的全名和
一朵黃色水仙，這也是他舊會
法甲南特球衣的顏色。卡城最
後藉蘇賀利補時建功以2：1絕
殺主隊修咸頓，拿下1962年
來首個頂級聯賽連勝，暫脫離
降班區。比賽中兩名主隊球迷
做出對沙拿不敬的飛機滑翔手
勢，遭警方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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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日耳門
（PSG）9日在法
國甲組聯賽第24
輪主場以1：0小
勝波爾多，烏拉
圭前鋒卡雲尼12

碼射入唯一一球，但不久後他因
傷退下火線，PSG在對英超曼聯
的歐聯16強前再添傷員。
42分鐘，梅尼亞禁區內遭犯

規，卡雲尼主射12碼得手，這是
他本賽季第17個聯賽入球。隨後
卡雲尼表情痛苦倒地，疑似大腿
受傷，下半場剛開始由基利安麥
巴比入替他。

PSG主帥杜曹表示，目前無法
確定卡雲尼能否趕上12日作客曼
聯的歐聯16強首回合比賽。巴西
球星尼馬未來兩個月內都無法為
PSG出戰，假如卡雲尼也缺陣，
對紅魔時的豪華三叉戟就只餘下
麥巴比。 ■新華社

長話短說

■卡斯米路精彩倒掛
入波。 法新社

■加里夫巴利
後備上陣了
17 分鐘便鎖
定勝局。

美聯社

■莫拉達 (右)不僅
「食詐糊」，還領下
黃牌。 路透社

■基文尼斯(右)是在禁區外剷
跌雲尼斯奧斯。 網上圖片 ■文尼(左)、穆罕默德沙拿(右二)為利物浦各建一功。 法新社

■卡城球迷向伊美利安奴沙拿致哀。 美聯社

卡雲尼傷出
PSG鬥紅魔恐再缺尖刀

據英國《太陽報》和《每日鏡
報》報道，去年轉戰美職的英格
蘭前國腳朗尼疑似又背妻偷食。
朗尼被指充當司機，單獨與一名
女酒保坐在酒吧消遣直到翌日凌
晨二時許。
正隨華盛頓聯隊到佛羅里達

州集訓的朗尼，當日先和隊友
一起出外消遣，然後就變成和
女酒保獨處的時間。該32歲女
酒 保 名 叫 維 姬 （Vicki

Rosiek），報道指兩人認識
後，朗尼駕駛維姬的汽車轉場
到另一酒吧，兩人還一起豪飲
直到凌晨二時多。
朗尼一年多前因為酒駕，被

揭發他趁太太科琳出外度假而
單獨約女子喪飲夜蒲，險些離
婚收場；早前還曾醉酒大鬧機
場醜態盡現，但看來這位英格
蘭隊史神射手還沒有汲取教
訓。■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羅拔利雲度
夫斯基（利雲）
成為首位在安聯
球場攻入第100
球的球員！德國

甲組聯賽9日晚尾場，這位波蘭神
鋒在上半場射入2：1一球，幫助
拜仁慕尼黑以3：1擊退史浩克
04，趁多蒙特痛失好局將落後榜
首的距離拉近到5分。
較早於主場作戰的多蒙特被賀
芬咸在12分鐘內連入三球逼和
3：3。尾場，拜仁雖曾扳平，但
利雲面對門將冷靜射成2：1，由

此成為首位在安聯主場攻入100
球的球員。換邊後基拿比再添一
球，主帥尼高高華表示，這是
「合理的勝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利雲主場百球 領拜仁追近榜首

賽前在積分榜第2位已被
祖雲達斯拋離9分之多的拿
玻里，在意大利甲組聯賽9
日第23輪中作客跟費倫天拿
踢成0：0，又失兩分。同日
國際米蘭作客小勝帕爾馬1：
0，終結各項賽事4連不勝，
守在第3位。 ■綜合外電

拿玻里失分
祖記領放壓力減

美職籃9日進行了9場比
賽，其中保羅佐治攻入45
分，帶領雷霆在上半場一度
落後26分下實現大逆轉，作
客以117：112力克火箭。
快艇8人得分上雙，實現28
分大逆轉，作客以123：112
戰勝塞爾特人。 ■新華社

雷霆 快艇
齊演大逆轉

■卡雲尼痛苦倒地。 美聯社

■■利雲度夫斯基慶祝利雲度夫斯基慶祝
「「士哥士哥」。」。 法新社法新社

■朗尼被傳
單獨與女酒
保 出 外 消
遣。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