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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G 當黑連番折將 曼聯強陣搶佔先機

2019年2月12日（星期二）

歐洲聯賽冠軍盃
將於本港時間周三
凌晨揭開淘汰賽序

天助紅魔
誓拆殘「巴」

幕，16 強首個比賽
日焦點自然是曼聯主場對巴黎聖日耳
門（PSG）的首回合大戰。曼聯在蘇
斯克查帶領下愈戰愈勇，而這位盛傳
於季後「坐正」的看守領隊更是「行
運行到落腳趾尾」，撞正 PSG 有大量
傷兵出現，看來「紅魔」有力先拔頭
籌。（有線 616 台及 now643 台周三
4：00a.m.直播）
曼聯中場

保羅普巴

巴黎聖日耳門中場

迪馬利亞

迪基亞
艾舒利楊格
艾歷拜利
域陀連迪路夫
勞基梳爾
安達靴里拉
尼曼查馬迪
保羅普巴
連格
拉舒福特
安東尼馬迪爾

曼聯預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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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
泰路基拿
堤亞高施華
派斯奴甘佩比
祖安巴尼特
馬高華拉堤
馬昆奴斯哥利亞
丹尼爾
達斯拿
迪馬利亞
基利安麥巴比
巴黎聖日耳門預計陣容

羅馬態佳有利可
「圖」

車仔潰不「城」軍 沙利壓力增

歐聯同日還有羅馬主場對波圖的 16 強首回合
戰事，從近況看來主隊值得看高一線。（有線
602 台及 662 台、now644 台周三 4：00a.m.直
播）
羅馬在分組賽力抗柏辛域陀尼亞和莫斯科中央
陸軍出線；球隊近況亦有起色，近 8 戰 5 勝 2
和，僅在意大利盃不敵費倫天拿出局，而在過去
周末聯賽更以 3 球淨勝基爾禾。相比下波圖近期
演出卻有下滑跡象，聯賽作客接連被甘馬雷斯及

原以為過去星
期日晚英格蘭超
級聯賽曼城主場
對車路士會是一
場緊張刺激的大
戰，但最終「藍
月亮」卻令人意
外地以6：0大炒「藍戰士」，令
「車仔」領隊沙利的帥位呈現不
穩局面。
車路士只花了 19 分鐘便憑史
達寧先開紀錄，加上阿古路梅開
二度領先 3 球，還有 25 分鐘根度
簡遠射得手，主隊半場已領先 4
球。換邊後曼城再憑阿古路射人
個人今場第 3 球，以及史達寧完
成「起孖」，最終以 6 球大勝。
曼城追至和利物浦同得65分，因
得失球差重返榜首，但較「紅
軍」多打一場；車仔則維持得 50
分，因得失球差不及阿仙奴跌至
第6位。
值得一提的是，阿古路已追平
英格蘭名宿舒利亞11次在英超連
中三元的紀錄，但他只花了 229
場便完成任務，比「老舒」的要
快得多。

■孫興民
孫興民((右)射成
射成3
3：1。 美聯社

摩里倫斯逼和，客場能力欠佳下，今訪意大利難
有甜頭可言。
同日亦有歐霸盃 32 強首回合戰由費倫巴治主
場對辛尼特。前者過去周末聯賽留力下作客不敵
卡塞利，但之前主場曾連贏高斯迪比等對手，足
證主場威力。再者，土超目前進行得如火如荼，
球員狀態必較未開季的俄超辛尼特要佳，有力先
下一城。（now643台周三1：55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收起安東尼馬迪爾、保羅普巴及安達靴里拉，讓他們
能以較佳體能狀態應付今晚比賽。此外，蘇帥於對富
咸之戰也沒有讓域陀連迪路夫、艾舒利楊格、連格、
阿歷斯山齊士及拉舒福特上陣，明顯是為今仗留力。
事實上，曼聯自蘇斯克查上任後 11 戰取得 10 勝 1
和佳績，球員在摩連奴年代累積的頹氣一掃而空。剛
和球隊續約的中堅菲爾鍾斯表示：「我們季初一度淪
為笑柄，但現在再沒有人敢笑我們；蘇斯克查帶領我
們走出困局，也帶來變化；現在的曼聯會積極製造機
會，如普巴及馬迪爾等球員也尋回了笑容。」

蘇斯克查遺憾無緣鬥尼馬

7 11 23 13 5 6 14 3 2 4 1

■麥巴比將在
麥巴比將在PSG
PSG鋒線單天保至尊
鋒線單天保至尊。
。 法新社

3 球淨勝富咸，由
曼聯於過去周六英超早場作客
於早早奠定勝局，蘇斯克查更可於比賽中先後

■羅馬射手迪斯高帶着
上輪聯賽的勇態衝擊波
圖防線。
圖防線
。
路透社

蘇斯克查本人看來也信心十足，更揚言對於對手有
尼馬等球星缺席感可惜：「尼馬是一位很偉大的球
員，但遺憾地得知他無法落場，當你與最好的球隊對壘
時，總希望能跟最好的球員過招，球迷們相信也有這意
願，所以對奧脫福球迷而言，這實在是一大憾事。」

迪馬利亞回奧脫福鬥舊會
PSG近期頭頭碰着黑，球員接二連三受傷，雖然之
前曾受重創的意大利中場馬高華拉堤已經復出，但右
閘梅尼亞、左閘古沙華和中鋒卡雲尼均於最近加入了
「十字軍」，是日將聯同王牌射手尼馬一同缺陣，豪
華鋒線只剩基利安麥巴比能掛帥，德國中場達斯拿和
倒戈的阿根廷翼鋒迪馬利亞則作輔助，只是對戰舊會
的後者相信會受奧脫福球迷「熱情」招呼，以其一貫
心理質素，實難望發揮水準。
眼看球隊未能以「夫添」出征，PSG教頭杜曹明顯
十分擔憂，更謂之前的計劃也要作改動：「說實在我
有點擔心，因之前我以為只有尼馬缺席，但現在情況
看來更嚴峻，我又要重新定下沒有卡雲尼等主力的計
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巴塞「畢」勝 榜首未言穩

■阿古路三破車仔大門
阿古路三破車仔大門。
。 美聯社

為不握手解畫：看不到哥帥
車仔領隊沙利因今場大敗引起
球迷不滿，一時之間下台之聲此
起彼落。這位賽後沒有和哥迪奧
拿握手的意大利教頭謂，自己帥
位決定權在球會手上：「我只擔
心自己球隊的表現，帥位問題你
要問球會。球隊於過去周中的訓
練中表現不俗，但落場後卻發揮
不出來，我們要找到原因。」此

外，沙利解釋只是看不到哥帥才
沒有跟對方握手，之後會找他談
談天。
贏波的哥迪奧拿賽後亦為沙利
講好說話，並暗示車路士會方未有
絕對信任沙利：「沙利的足球理念
很棒，上循環於主場更贏了我們；
事實上沙利的戰術需要時間磨合，
以及球會班主的全力支持，像我便
很幸運獲得曼城高層的信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熱刺緊追榜首 普帥抱怨賽程
英超「三哥」熱刺周日晚英超
於主場以3：1擊敗李斯特城，繼
續以 5 分差距緊追榜首。熱刺上
半場憑達雲臣山齊士頭槌破網先
開紀錄；下半場「李城」博得12
碼，占美華迪趕及入替主射卻
「宴客」。主隊之後立即由基斯
甸艾歷臣遠射再下一城。華迪之

後將功補過「破蛋」，但孫興民
完場前再建一功助球隊贏波。熱
刺領隊普捷天奴對孫興民上半場
被指「插水」感不滿；又對球隊
周三要應付對多蒙特的歐聯比
賽，但聯賽仍被安排在周日登場
感奇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巴塞門將達史特根
巴塞門將達史特根((上)
屢救險球。
屢救險球
。
法新社

巴塞隆拿於本港時間周一凌晨西班牙甲組聯賽，作客
只能 0：0 悶和畢爾包，23 輪戰罷領先次席皇家馬德里
優勢縮減至6分，難言穩陣。
賽前傳出有傷的美斯是役正選落場，但無甚佳作，教
頭華維迪賽後謂該名阿根廷球王沒有受傷患困擾：「當
美斯正選上陣，就代表他已準備就緒；要知道球隊失分
不可能是一、兩位球員的責任，那是全隊的問題。再說聯賽是漫長的，
我們仍有6分優勢在手，無須有太大壓力。」
對於加盟後未能踢出水準的菲臘比古天奴和維達爾，華維迪亦作出了
維護：「我再說一次，那是全隊的責任，當然你可以說他們表現可以更
加好，但我認為大家不應把矛頭指向個別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長話
短說
世界格蘭披治桌球賽卓林普封王

■C 朗遭瘋狂球迷強
行抱住。
行抱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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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朗連續13季入球20+
祖雲達斯於本港時間周一凌晨意大利
甲組聯賽，憑基迪拉、基斯坦奴朗拿度
（C 朗）和安利簡恩建功，作客以 3 球
淨勝薩斯索羅，榜首優勢拉開到11分。
C朗入了18球繼續領跑意甲射手榜；這
位葡萄牙巨星今季各項比賽亦入了20球，單季入達20
球的紀錄延續到第13個球季。祖記教頭阿利基尼賽後
盛讚門將施捷斯尼，「我們初段曾嚴重犯錯，是施捷
斯尼的英勇表現救了我們。」他又解釋是為了攻守平
衡才先收起保羅戴巴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本屆世界格蘭披治桌球賽周一凌晨結
束，卓林普於決賽以局數 10：6 擊敗英格
蘭同胞卡達捧盃，亦是卓林普繼北愛爾蘭
大師賽及倫敦大師賽後，今季贏得的第 3
項巡迴賽冠軍。

勇士險勝熱火收4連勝
昨日 NBA 常規賽勇士主場險勝熱火
120：118，取得 4 連勝。熱火末節曾憑李
察遜入樽領先 118：115，但取得全場最
高 39 分的杜蘭
特之後射入三
分球，加上卡
辛斯射入兩記
罰球，助勇士
奠勝。
■杜蘭特攻入
■香港文匯報
39分
39
分。 美聯社
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