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職籃（NBA）常規賽，
多倫多速龍昨天以121：109主
場痛宰魔術，笑納四連勝，鎖
定他們第六個大西洋區冠軍，
現以55勝23敗守在東岸第二。

此戰速龍有六人得分上雙，包括攻入
全場最高29分的丹尼格連，另李安納
和伊巴卡亦各獻15分。魔術38勝40
敗，還在努力爭入季後賽。
爵士依靠高伯特的內線威力以111：

102力克黃蜂，收五連勝，排名西岸第
五；塞爾特人主將艾榮在最後時刻連
得5分，險勝熱火110：105，守住東岸
前四。

勒邦占士缺席男籃世盃
洛杉磯湖人已無緣季後賽，球星勒
邦占士可提前休季。他表示，這個夏
天他將參與電影《太空也入樽2》的拍
攝，因而將錯過今年在中國舉行的男

籃世界盃。至於明年再代表美國隊出
戰奧運，他則表示：「明年奧運我有
可能參加，到時看看身體狀況再決
定。」 ■新華社、中央社

速龍鎖定大西洋區冠軍

日前西班牙甲組聯賽加泰
打吡戰，巴塞隆拿以2：0挫
愛斯賓奴，惟美斯射入的精彩
罰球被主辦歐洲金靴獎的西班

牙《馬卡報》算作烏龍球，引起球迷不
滿，《馬卡報》宣佈將重新評定這球歸
屬。至於加盟愛斯賓奴表現出色的中國
前鋒武磊，則獲西班牙足總確認為世界

足總大會傑出人物獎
的得獎者。
今冬加盟愛軍的武

磊，昨獲西足總確認

獲得年度傑出體育人物獎，本月中將在
世界足總大會上領其首個西甲個人獎。

美斯打吡罰球當烏龍？
至於美斯上仗一記罰球世界波破網，

愛軍球員回防時頭曾碰到球，《馬卡
報》當烏龍球，西甲官方則計作美斯入
球。現時歐洲神射手獎美斯只領先巴黎

聖日耳門的麥巴比3
球，作為金靴獎主辦
方，《馬卡報》決定
為此球重新判定。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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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直播部分精選戲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意甲 安玻里 拿玻里 周四1：00a.m. C614/C654/n638/T301

法甲 斯特拉斯堡 蘭斯 周四1：00a.m. C615/C655/n639/T302

西甲 畢爾包 利雲特 周四1：30a.m. n632

西甲 伊巴 華歷簡奴 周四2：30a.m. n630/n634

英超 曼城 卡迪夫城 周四2：45a.m. n621

英超 熱刺 水晶宮 周四2：45a.m. n622

英超 車路士 白禮頓 周四2：45a.m. n623

意甲 羅馬 費倫天拿 周四3：00a.m. C614/C654/n638/T301

意甲 熱拿亞 國際米蘭 周四3：00a.m. C615/C655/n639/T302

西甲 華倫西亞 皇家馬德里 周四3：30a.m. n632

註：C為有線、n為now TV、T為無綫myTV Super。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曼城狀態
極佳，日前

輕取富咸2：0，聯賽連
贏七仗，當中入 18 球失 2
球，攻銳守穩，現只落後榜
首利物浦兩分，更少賽一
場，即餘下七輪全勝，英超冠軍仍會連續第
二年歸屬曼城。本賽季曼城已贏得聯賽盃冠
軍，餘下足總盃、英超和歐聯仍未斷纜。領
隊哥迪奧拿認為，有時巨大的壓力更有助於
逼出曼城的最強實力，「現在我們別無選
擇，每仗都要贏，不然就會斷送錦標。」
緊接周末曼城會在足總盃鬥白禮頓，下周

中歐洲聯賽冠軍盃又會接戰熱刺，相信哥帥
是役會對陣容稍作輪換，包括中場費蘭甸奴
與翼鋒利萊辛尼有機會重回正選，上仗傷出
的阿古路或許繼續由加比爾捷西斯頂替其中
鋒位置。
卡迪夫城上戰主場對車路士於大部分時間

領先下，結果因為球證漏判了車仔一次明顯

的越位入波而慘
遭扳平，最後更倒
輸1：2，對球員士氣
打擊甚大。領隊禾諾克
狠批球證執法水平差勁，更
疑似「發晦氣」揚言會出動青年軍
來出戰曼城。

卡城領隊或放水 為向利物浦報仇？
然而有報道指，禾諾克其實是希望向曼城

的爭標對手利物浦算舊賬。2007年英超，
利物浦為留力輪換大批副選，結果輸給富
咸，間接累禾帥當時執教的錫菲聯降班，故
今次才有禾帥擬「放水」給曼城之說。不

過，卡城近五輪四
敗後在倒數第三位跟尾四
的般尼之間已有5分差距，故實在
已無留力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英超三、四名爭奪戰，阿仙奴於本港時間2日凌晨順利拿下三
分，主場贏紐卡素2：0，自去年12月以來首次超越北倫敦死敵熱
刺躍居積分榜第三位。衝前四的熱刺和車路士明晨補賽主場將分
途出擊，車仔面對白禮頓（now623台周四2：45a.m.直播），
熱刺則作新主場首演迎撼倫敦同城對手水晶宮（now622台周四
2：45a.m.直播）。
下賽季將離開阿仙奴的艾朗藍斯開賽30分鐘率先破網，83
分鐘再有拿卡錫迪「笠射」得手，他們兩人上下半場還各有一
次入球被判無效。阿仙奴積63分升上第三，領先熱刺和曼聯
（不計今晨戰果）兩分，多車仔三分。這是「兵工廠」自酋長
球場2006年啟用以來首次取得單賽季英超主場10連勝。「這
是新歷史。」主帥艾馬利說：「我們在這裡製造出極佳的氛
圍，現在正處於很好的時刻，球員心態很棒。」

車仔撲擊白禮頓 熱刺新主場首演
車仔上仗靠誤判險勝卡迪夫城，險些遭逢連續三輪不勝；白禮

頓只多降班區邊5分，亦需爭護級，惟他們聯賽近四個客場三遭敗
績，可出強陣的車仔始終
秤先。上輪臨尾輸烏龍球
被利物浦絕殺的熱刺連續五

輪聯賽失分，此戰將作一線隊在
新主場的首演，面對護級壓力不大
的水晶宮，決不可再失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酋長球場首迎十連勝
兵工廠躍居季席

表現受肯定 武磊西甲首獲獎

英格蘭超級聯賽鬥至最後

階段，爭標方面餘下利物浦和曼城叮

噹馬頭，而前四爭奪戰則是四隊只能活兩隊

格局。本港時間周四凌晨英超補賽，曼

城將會主場迎擊卡迪夫城，贏波即可殺

返榜首，為保四冠王希望，即使客隊

急需搶分護級仍不會手下留情。卡

城日前慘遭致命誤判，恐令球員

洩氣，領隊禾諾克甚至表示

今 場 會 起 用 青 年 軍 。

（now621 台 周 四

2： 45a.m. 直

播）

皇家馬德里周中西甲作客華倫西亞。
（now632台周四3：00a.m.直播）
落後榜首雙位數積分，皇馬餘下九輪已無
望追上，但前三穩陣令他們可更無壓力比賽，
近來在施丹回朝掌兵下亦連贏兩場。施丹盡可
能會給更多球員上陣以考察練兵，而在施丹回
來後有翻生表現的中場艾斯高亦可候命。在高

圖爾斯養傷下，施丹上仗安排了兒子盧卡施丹
把關卻兩度失守，對此施丹在賽前記者會堅
稱，「認識我的人都知盧卡能留在這裡是憑其
實力。」排第7的華倫仍有望爭第4，以他們
今季西甲主場15戰和10場的表現，跟皇馬握
手言和也有不低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英格蘭國足門將比克福特，於當地時
間周一凌晨被人拍到與人拳腳相向的畫
面。
本賽季英超不復世界盃時穩健表現的
比克福特，日前在愛華頓作客輸給紐卡
素的英超聯賽後，和未婚妻在酒吧消遣
時遭到了紐卡素球迷報以噓聲，還有人
拍下片段發放上社交媒體。從片中看他
似乎被球迷嘲諷「牛油手」，此時比克
福特還無異樣。據知情人士稱，後來他
和未婚妻轉至另一家酒吧，因不忿未婚
妻成了球迷辱罵的目標，後來跟那出口

的球迷拳腳相向，當時比克福特不似飲
醉酒。愛華頓方面據報將調查此事，不
排除會作出處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皇馬訪華倫「五五波」

比克福特涉同球迷打鬥迷打鬥

■■李安納李安納((右右))
助速龍攻入助速龍攻入
1515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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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克福特面臨會方的內部調查比克福特面臨會方的內部調查。。

■■艾斯高上仗破網艾斯高上仗破網，，
有望獲重生有望獲重生。。 路透社路透社

■■武磊在西甲起步武磊在西甲起步
不錯不錯。。 美聯社美聯社

■■美斯的罰球入波或會不算美斯的罰球入波或會不算
在他賬內在他賬內。。 法新社法新社

■■禾諾克上場遭禾諾克上場遭
嚴重誤判嚴重誤判，，賽後賽後
怒盯球證表達不怒盯球證表達不
滿滿。。 路透社路透社

■■艾朗藍斯艾朗藍斯((左左))為阿仙奴先開紀錄為阿仙奴先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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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米鬥熱拿亞前伊卡迪獲解凍
國際米蘭上輪0：1不敵拉素，只多第
五位的阿特蘭大5分。明晨意甲作客挑
戰主場近九輪僅一敗的熱拿亞前，主帥
史巴列堤宣佈跟球會鬧不快被雪藏十場
的前鋒莫路伊卡迪將復出。（有線615
及 655 台、now639 台、無綫 myTV
Super 302台周四3：00a.m.直播）

拜仁德盃鬥乙組仔 5月友賽國足
德國盃八強拜仁慕尼黑主場鬥乙組第
六的海登咸，僅洛賓和杜利素缺陣下夠
兵源輪換（本港時間周四0：30a.m.開
賽）。拜仁亦確認5月29日將在北京鳥

巢跟中國國足合演安聯中國盃友賽。

小舒麥加初登法拉利F1戰車
前一級方程式（F1）車神舒麥加之
子、現征戰二級方程式的米克舒麥加，
昨於巴林首次駕駛F1戰車，為父親曾効
力的法拉利車隊試車。

長話短說

■■米克舒麥加試車米克舒麥加試車。。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