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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廠誓演主場
「拿」
手好戲
歐霸盃足球賽明
晨展開 8 強階段，
阿仙奴首回合先在
酋長球場迎擊拿玻
里。面對不擅作客
的意甲「二哥」，
「兵工廠」主場表
現始終較有保證。（有線 616 及
656 台、now643 台、無綫網絡電
視303台周五3：00a.m.直播）
阿仙奴聯賽作客戰和熱刺後連續
■阿仙奴射手奧巴美揚盼能重拾上半賽季的巔峰 以2：0力克曼聯及紐卡素，但日前
狀態。
路透社 聯賽卻意外地 0：1輸給愛華頓，在

現時形勢緊湊的四搶二爭四格局中
又跌回第 5 位。主帥艾馬利強調，
暫時無意改變球隊踢法，「我們在
接下來的比賽需要保持穩定性，如
果做得到是能夠贏的。」
兵工廠還需兼顧歐霸，上場聯賽
列後備的中場艾朗藍斯和射手奧巴
美揚料重新擔正，守將哥斯尼和中
場格列沙加亦有望傷癒。此外，這
支北倫敦豪門在自己地頭的表現甚
有保證，聯賽及歐霸主場近13仗全
勝。反觀拿玻里在意甲及歐霸對上
11 個客場卻只得 4 勝 3 和 4 負，且

聯賽連場輸給安玻里及賽和熱拿亞
後已可放棄爭標。兵工廠唯一是需
多加提防前鋒梅頓斯和中場施連斯
基，藉自己上佳狀態幫拿玻里搶得
作客入球。

車仔撲擊布拉格斯拉維亞
車路士則乘三連勝殺返英超季席
的強勢，是戰歐霸作客捷克，撲擊
實力一般的布拉格斯拉維亞。（有
線 602 及 662 台、now644 台周五
3：0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拿玻里進攻中場施連斯基近況對辦
拿玻里進攻中場施連斯基近況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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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場史冊。
自己的名字載入熱刺
■孫興民(中)再次將

路透社

美聯社

被譽為當今亞洲最佳球員，韓國球星孫興民再次將自己
的名字寫入熱刺史冊。繼上周英格蘭超級聯賽轟入熱刺新
主場第一球後，今次在歐洲聯賽冠軍盃上又替球隊取得在
「新居」的首個「士哥」，帶領這支北倫敦勁旅以 1：0 擊
退曼城，但同時卻付上鋒線旗手哈利卡尼傷出的代價。曼
城本有機會在今場英超內戰中先拔頭籌，惟阿古路主射的 12 碼被洛里斯神勇
撲出，而主帥哥迪奧拿此役排陣和臨場調動也招來質疑。

這場於本港時間昨天凌晨上演的歐
聯 8 強首回合英超內戰，是熱刺

新球場上演的首場歐洲賽，可容納 6.2
萬名觀眾的熱刺球場座無虛席。繼上
周中在新球場攻入歷史第一球後，孫
興民又在是役取得熱刺在新主場的首
個歐聯入波。「不止我一人（的功
勞），全隊每個人這 90 分鐘從沒放
棄，戰鬥到最後。」孫興民謙虛地
說：「我喜歡這座新球場，在這裡踢
波感覺很棒，十分感謝能有機會在這
樣的球場比賽。」
曼城在英超爭標戰線正同利物浦鬥衝

終點，熱刺則仍為保聯賽前四名努力。
兩軍首次於歐聯對壘，曼城本來有個好
開始，熱刺守將丹尼路斯禁區手球犯
規，球證借助視像系統判定12碼，由傷
癒復出的隊中首席射手阿古路操刀，被
熱刺門將洛里斯飛身撲出。戰至 78 分
鐘，第50次於歐洲賽披甲的孫興民跑入
禁區右路接應基斯甸艾歷臣直傳，拐過
戴爾夫和門將艾達臣摩拉斯後射入他第
10個歐洲賽「士哥」。

哈利卡尼傷出 恐提早收咧
熱刺領隊普捷天奴展望下周次回合

■洛里斯
洛里斯((右)神勇撲出阿古路
神勇撲出阿古路((左，10
10號
號)的 12
12碼
碼。

美聯社

作客曼城，說：「今仗令人難以置
信，是艱苦的一戰。很高興我們踢出
高質素足球，撲出 12 碼讓我們增添了
信心……但曼城始終是曼城，我們還
有另外 90 分鐘比賽。」不過，哈利卡
尼下半場早段在跟戴爾夫爭搶時左腳
踝被踩中，最終一拐一拐地被扶離
場，熱刺餘下 6 輪英超及歐聯次回合
有可能將缺少這員得分主力。

曼城教頭：0比1有時更勝0比0
哥迪奧拿縱奪冠無數，但此戰卻吞
下領軍生涯近 16 個歐聯淘汰賽客場的
第 8 敗。曼城此役排陣，哥帥卻選擇
了多以輪換身份上陣的馬列斯和根度
簡擔正中場，狀態較好的利萊辛尼和
奇雲迪布尼卻列後備。另除了 70 分鐘
以加比爾捷西斯入替阿古路外，哥帥
落後下在 88 分鐘才連換兩人，為時已
晚。哥帥則依然樂觀，說：「有時0：
1 比 0：0 更好，0：0 不知下仗是攻是
守，但現在我們知非攻不可。其實己
隊今場發揮不錯，控制了戰局，或者
下周會有好的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利記手球紅牌皆未被罰
法明奴傳射助贏
「波」
同日歐聯8強首回合，另一支英超豪
門利物浦主場以 2：0 擊敗上屆葡萄牙
超聯盟主波圖。開賽5分鐘，中場拿比
基達接應法明奴傳球，禁區邊射門
「省」到對手彈入大門，繼上仗為自
己英超生涯開齋後連場破網。26 分
鐘，阿歷山大阿諾特助攻法明奴射成
2： 0， 利 記 早 早 撲 熄 了 客 隊 反 撲 士
氣。領隊高洛普收下執教生涯第 400
場勝仗，其中利物浦佔 111 場，勝率
為55.78％。
紅軍擊敗波圖卻帶點幸運成分，但
阿歷山大阿諾特和洛夫雲兩次可被判
12 碼的禁區內手球，在經球證翻看
VAR 後也被認定不是犯規。至於利物
浦射手穆罕默德沙拿於 84 分鐘在完全
觸碰不到皮球下一腳踩中丹尼路的腳

脛，也逃過罰紅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法明奴慶祝
入球。
入球
。 美聯社

■ 沙拿
沙拿(( 中) 這記
粗野攔截未被罰
牌。 網上圖片

長話短說
道主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拉圭、
玻利維亞和一支特邀隊；北組有主隊哥
倫比亞、巴西、委內瑞拉、厄瓜多爾、
秘魯和一支特邀隊。每組前四名晉級淘
汰賽。

阿、哥聯辦2020美洲盃 分組改制

費倫天拿主帥掛冠而去
意甲球會費倫天拿主帥皮奧利當地時
間周二突然以「個人專業」受到質疑為
由宣佈辭職。費倫天拿今季 31 戰積 39
分現只排名意甲第10。

獨行俠21年忠臣引退 魯域斯基謝別球迷
昨天的美國職籃
（NBA）
常規賽，
兩位傳奇球員都迎來了告別時刻。
效忠達拉斯小牛（去年正名為獨行
俠）21年的「德國槍」魯域斯基宣
佈退役；作熱火主場謝幕演出的韋
迪，在交出30分下球隊還是憾別季後賽。

■昨天在巴西召開的南美足協大會，主
席杜明基斯(右)歡迎國際足協主席恩芬
天奴到訪出席。
法新社

■魯域斯基獲全場球迷歡呼致敬
魯域斯基獲全場球迷歡呼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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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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霸

阿仙奴

拿玻里

周五3：00a.m.

C616/C656/n643/T303

歐霸

布拉格斯拉維亞

車路士

周五3：00a.m.

C602/C662/n644

歐霸

賓菲加

法蘭克福

周五3：00a.m.

C603/C604/n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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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火球員及擁躉們歡送
韋迪((中)。
韋迪
法新社

魔術手劈炮

■皮奧利

當湖人總裁不開心

南美洲足協 9 日宣佈，2020 年美洲國
家盃將由阿根廷和哥倫比亞兩國聯辦。
同時賽制亦會改變，雖然同為 12 隊參
賽，但會由之前的三組改為阿根廷、哥
倫比亞的南、北兩小組進行。南組有東

今年40歲的魯域斯基先前還未決定是否
多打一季，然而在昨天獨行俠主場以120：
109擊敗太陽後，他證實自己將高掛球鞋的
消息。「正如你們所料，這是我最後一次
主場出賽。」魯域斯基向球迷發表感言：
「你們跟我經歷了很多起起伏伏，要感謝
你們的不離不棄，適時給我
鼓勵，我心懷感激。」他表
示，退役後並無離開達拉斯
的計劃。
魯域斯基 14 次入選明星
賽，2007年獲選NBA年度最
有價值球員，並於 2011 年助

小牛拿下隊史唯一NBA總冠軍；生涯總得
分超過3.1萬分，居NBA得分榜史上第6。
就在身高2.1米的德國槍進行告別時，主場
球迷亦不斷高呼他的名字。「大鳥」Larry
Bird和柏賓等NBA昔日名將這天都現身球
場，見證歡送魯域斯基的時刻。

熱火緣盡季後賽 韋迪主場謝幕
退役前倒數第二戰及作主場最後一擊的
熱火37歲老將、擁有三枚總冠軍指環的韋
迪，是役交出 30 分率隊贏 76 人 122：99，
但由於同日活塞贏波，結果熱火無緣季後
賽。
■中央社

魔術手莊遜昨天投下震撼彈，宣佈辭去洛杉磯
湖人籃球營運總裁職位。他在臨時召開的記者會
上說：「今日，我辭去總裁職位。」他說，湖人
老闆畢斯事前也不知道他決定辭職。
路透社報道，曾効力湖人並入選名人堂的魔術
手解釋了辭職原因，「沒有當（湖人）總裁時，
我比較開心。」體育電視頻道 ESPN 一篇報道
說，這位 59 歲傳奇與球隊教練盧基禾頓已有好
幾星期沒有交談。
在莊遜牽線下湖人
去年簽入勒邦占
士，但還是無緣季
後賽。 ■中央社
■魔術手莊遜宣佈
辭職。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