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入球兩助
攻，美斯在魯
營導演了一場
大勝，將球隊

送入歐洲聯賽冠軍盃8強。
西班牙時間13日巴塞隆拿
主場大勝里昂後，阿根廷
「球王」得到兩隊主帥齊
聲稱讚。談到同樣在歐聯
有出色表現的老對手基斯
坦奴朗拿度（C朗），美斯
亦不吝讚美之辭。

領巴塞大炒里昂 兩帥齊讚嘆
首回合0：0，對里昂的16強次回合，美
斯先在17分鐘以一記勺子12碼打開局面，
又在78分鐘單挑對手防線斬獲一記精彩入
球。他還在81和86分鐘分別為碧基與奧士
文尼迪比利送助攻，助巴塞大勝5：1。美
斯的表現又一次征服世界，巴塞主帥華維
迪稱讚阿根廷球王打了一場「令人難以置
信的比賽」，說：「當他拿球時總會讓人
產生一種將有什麼事會發生的感覺。」里
昂主帥贊尼斯奧則感嘆美斯「無法阻擋」。
再一天之前，C朗在對馬德里體育會一

戰上演「帽子戲法」，助祖雲達斯主場翻
盤晉級歐聯8強。對於這名「競爭者」，
美斯更多地表現出惺惺相惜之情，說：「基
斯坦奴和祖雲達斯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
我原本以為馬體會更強悍些，但祖記的表
現更勝一籌，C朗用3個入球成就了魔法
般的夜晚。」美斯本賽季為巴塞在各項賽
事中上陣36次，攻入36球，暫以8球與拜
仁（已出局）的利雲度夫斯基領跑今屆歐
聯射手榜。
不過，賽前被指或因傷避戰的奧士文

尼迪比利後備入替再告受傷，將缺陣3
至4星期。 ■新華社

美 斯 獨 造 四 球

與C朗英雄惜英雄

巴塞主場對里昂開賽第16分鐘，客隊守將丹拿
雅己方禁區內剷球，蘇亞雷斯倒地，球證判12碼
並由美斯射入。不過，當時球證視線有被丹拿雅
所阻之嫌，視像助理裁判（VAR）亦沒提出介
入，「阿蘇」賽後則坦白說這球不是12碼，「我
跳起後踩到後衛腳上，讓我失平衡。」
上周遭曼聯反勝後巴黎聖日耳門前鋒尼馬亦

於網上對球證判決作出批評，歐洲足協昨天表
示已對尼馬言論展開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阿蘇獲12碼 坦白認誤判

施丹第一簽 皇馬4.4億添巴西守衛
回掌皇家馬德里救
駕的施丹昨晚落實今
夏第一簽，以5,000
萬歐元（約 4.4 億
港元）轉會費從葡
超波圖簽入艾達米
列達奧。這位身高 1

米86的21歲巴西中堅亦
可勝任右閘，今季為波圖上陣33場有3入
球1助攻。

傳加薪一倍 曼城續約貝拿度施華
英超爭衛冕的曼城昨

宣佈跟葡萄牙中場貝
拿度施華續約到
2025年，據傳周薪
由10萬加一倍至20
萬英鎊（約207萬港
元）。他 2017 年以
5,000萬歐元身價加盟曼
城後漸漸站穩主力，今季40場上陣入9
球。

同步歐國盃 美洲盃2020年起改制
美洲國家盃落實2020年起改制，將跟

歐洲國家盃同於兩屆世界盃之間的雙數年
舉行，每屆由南美兩國聯辦，2020年於
阿根廷及哥倫比亞上演。10支南美隊加2
支特邀隊分兩小組於兩國比賽，每組前四
入8強。

英足新面孔 首召韋斯咸小將賴斯
英格蘭國足公佈了最
新名單，唯一新面孔
是早前放棄代表愛
爾蘭的20歲韋斯咸
中場迪格蘭賴斯。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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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回合作客晏菲路力保不敗，拜仁次回合
回歸主場卻未見優勢，右閘甘美治的停

賽讓文尼在今場予取予攜，紅軍首個得球就
是文尼突破頂替上陣的右閘拿菲爾冷靜射
入。拜仁其後雖藉祖爾麥迪比的烏龍球扳回
一城，不過今場攻守兩端均有完美演出的紅
軍中堅雲迪積克接應角球頭槌破網成2：1，
加上完場前文尼接應穆罕默德沙拿妙傳近門
頂入，最終紅軍兩回合計以3：1擊敗拜仁晉
級，令對手18年來首度缺席歐聯8強。

帶刀侍衛雲迪積克數據完美
在作客的艱難環境下輕取德甲巨人，利物
浦文尼與雲迪積克的一前一後重心居功至偉。
雲迪積克今仗交出堪稱完美的數據，除有一入
球一助攻外，爭頂及剷斷均錄得百分之百的成
功率，難怪班主約翰亨利賽後興奮得在社交網
站貼出「地球表面75%是水，剩下25%由雲
迪積克覆蓋」的豪言。文尼今場梅開二度亦已
累積7個歐聯作客入球，冠絕紅軍隊史。
相隔10年今屆歐聯8強再有4支英超球隊聚
首，其中3隊紅軍、曼城及熱刺分別淘汰了拜

仁、史浩克04及多蒙特三支德甲球隊。繼上
屆殺入決賽後，利物浦今年亦成功躋身8
強。紅軍主帥高洛普表示，球隊已重返歐
洲勁旅行列：「這是一場重要的勝仗，
對增強信心有很大作用。我們需要意
識到球隊已經重返歐洲強隊之列，
這是我們的目標之一，當然我們還
有不少的進步空間。」

瀟灑金球 尖刀文尼創隊史
紅軍中場佐敦軒達臣是役傷

出，領黃牌的左閘安德魯羅拔臣
8強首回合也需停賽，然而高洛
普認為不必過於擔心，現在應該
好好享受這場勝利，更笑稱要重
看文尼在拜仁門將紐亞攔防下廿
多碼外瀟灑轉身射入遠柱空門的
「金球」一千次。這位德國籍教頭
說：「羅拔臣還年輕欠缺經驗，這
面黃牌是不必要的。我們上半場取得
一個美妙入球，文尼那球我想重看一千
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首回合主場只能與拜仁慕尼黑互交白卷，本港時間昨天凌晨來到次回

合，利物浦反而有脫胎換骨的表現。憑藉前鋒沙迪奧文尼梅開二度，加上

後防大將雲迪積克攻守兼備的全能表現，紅軍作客以3：1擊敗拜仁晉身歐

聯8強，相隔10年今屆歐聯8強再度有4支英超球隊聚首，其中3支德甲

球隊都是給英超分子淘汰，為德國足壇寫下一項尷尬的新紀錄。

修咸頓三位舊將歐
聯16強發光發熱，文尼及
雲迪積克成為利物浦贏波功
臣，杜辛泰迪治更以一己之力撕破
皇家馬德里防線助阿積士晉級，可惜
出產了不少良將的「聖徒」卻正於英超
護級漩渦掙扎。
首回合主場落後1：2，誰想到阿積士作

客能以4：1擊沉皇馬晉級，次回合交出一
入球一助攻的杜辛泰迪治居功至偉，一記
「施丹轉身」再送上美妙助攻令人拍案叫
絕。
文尼與雲迪積克早已是利物浦攻守核心，

沙拿今季被嚴密看管下文尼有更多空間發
揮，對拜仁的兩個入球亦顯示出這位塞內
加爾前鋒愈見全面。雲迪積克被譽為當今
最佳中堅，是役凍結利雲度夫斯基之餘
更交出一入球一助攻。可惜每年夏天
修咸頓均被撬走良將，現時英超只
列第16，多降班區兩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有主場優勢的拜仁今
場被利物浦反客為主，作
為鋒線重心的「波蘭戰
神」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利
雲）起腳機會寥寥可數，這
位波蘭中鋒賽後批
評己隊戰術保守，
將矛頭直指主帥尼
高高華。
拜仁歐聯無緣8
強，利雲賽後直
指問題在於戰
術保守：
「我們兩
回 合

都踢得太保守、不敢承擔風險，主場
出戰本應踢得更進取，我們在前場經
常處於人少打人多，我在前線只能孤
軍作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利雲啞火
嫌主帥戰術太保守

「
聖
徒
」
出
高
徒

惟
自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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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2019一級方程式賽車（F1）
揭幕戰澳洲站本周末開賽在即，
F1賽事總監查理韋亭（Charlie
Whiting）14日因肺栓塞在墨爾
本去世，享年66歲。
國際汽車聯會主席托特說：
「查理突然去世令我悲痛萬分。
我認識他很多年，他是一位偉大
的賽事總監，是F1獨一無二的
核心人物，代表了這項運動的行
為準則和職業精神。」1977年
韋亭作為赫斯基思車隊成員開啟
F1職業生涯，隨後在擔任布拉
巴姆車隊首席技師時聲名鵲起。

他 1997 年開始擔任 F1賽事總
監，負責對賽規和技術規範進行
監督，推動了賽車運動安全標準
的提升。

■新華社

F1開季在即

賽事總監韋亭辭世

■■美斯美斯((左二左二))盡顯球王功架盡顯球王功架。。 美聯社美聯社

■■丹拿雅被判禁區內剷跌蘇亞雷丹拿雅被判禁區內剷跌蘇亞雷
斯斯。。 法新社法新社

■■沙迪奧文尼沙迪奧文尼((左左))擺脫拜仁門將紐亞擺脫拜仁門將紐亞，，最終將皮球最終將皮球
送入網窩送入網窩。。 路透社路透社

■■迪格蘭賴斯迪格蘭賴斯

■■貝拿度施華貝拿度施華

■■艾達米列達奧艾達米列達奧

■■利雲度夫斯基利雲度夫斯基((左左))未能攻破未能攻破
艾利臣比加十指關艾利臣比加十指關。。 法新社法新社

■■雲迪積克雲迪積克((左左))貢獻一入球及一助攻貢獻一入球及一助攻，，帶領利帶領利
物浦晉級物浦晉級，，不愧是當今最貴後衛不愧是當今最貴後衛。。 路透社路透社

■■雲迪積克頭槌破網雲迪積克頭槌破網。。 法新社法新社

■韋亭在任F1賽事總監22年。
美聯社

曼聯上月確認傳奇主帥費格遜將
為曼聯「三冠王」20周年的慈善賽
出山執教鞭，帶領曼聯傳奇隊在5
月26日於奧脫福對戰拜仁慕尼黑傳
奇隊，重演1998/99球季歐聯決賽

戲碼，當年紅魔補時反勝2：1。當
年曼聯功臣碧咸昨晚落實將參賽，
與史高斯和畢特等昔日隊友再次並
肩作戰。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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