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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時間周四凌晨上演多場歐洲聯賽冠軍盃

分組賽，其中祖雲達斯憑杜格拉斯哥斯達於補時階段建功，作客以 2：1「絕
殺」莫斯科火車頭提早取得出線權；不過賽後各界焦點均落在基斯坦奴朗拿
度（C 朗）身上，因這位葡萄牙巨星的入球被隊友艾朗藍斯搶走，一向喜歡踢
足全場的他今場又被換出，教練沙利賽後也承認，C 朗感到有點不悅。
3 分鐘便
作客的祖雲達斯開賽僅
先開紀錄，當時 C 朗主射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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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球遭藍斯搶走兼被換出

球，主隊門將將球接實時「屙
蛋」，皮球從其兩腿間準備溜入網
窩時，「不識趣」的艾朗藍斯竟衝
前把球補一腳入網；需知道 C 朗自
從加盟祖雲達斯後，一直未嘗以其
招牌「落葉球」射入過一記罰球，
因此網民均笑言藍斯這次偷了「大
佬」C 朗的入波，在球隊的前景可
能「係咁先」。至於「知衰」的
藍斯可能也知道「闖禍」，
慶祝時被捕捉到疑似向 C
朗道歉。

主場的莫斯科火車頭未有因落後
而自亂陣腳，更於 12 分鐘由阿歷斯
米蘭卓克扳平；比賽之後陷於膠
着，祖雲達斯教練沙利下半場中段
決定換出 C 朗，但後者似乎對此頗
為不滿，更疑似向沙利作出了投
訴，沙利賽後就證實，C 朗的確對被
換走有點不快：「C 朗的確有點生
氣，但這是因為他感到狀況不太
好；過去數天他感到足踝有點不
適，我在半場時已有點擔心；到下
半場，我看到他在一次衝刺中展示
的動作，更加覺得要把他換走，因
我害怕他真的會受傷。」

杜格拉斯哥斯達奠勝
說回比賽，未有因賽和獲 1 分滿足
的祖雲達斯奮戰至最後，更於補時
階段找到機會，由後備入替的巴西
翼鋒杜格拉斯哥斯達個人表演連過
數關後，再射穿火車頭門將「大細
龍門」入網，協助「祖記」贏 2：1
全取 3 分，賽後以 4 戰得 10 分穩佔榜
首，提早取得出線權；至於同組另
一場比賽，利華古遜主場以 2：1 擊
敗賽前有 7 分排次席的馬德里體育
會，賽後和火車頭同得 3 分，仍然保
持出線希望。

祖記贏波出線 C朗面燶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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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孖拒絕慶祝
年僅 18 歲的巴西小將洛迪高高斯
一戰成名！在香港時間周四凌晨舉行
的皇家馬德里主場 6：0 大勝加拉塔
沙雷的歐聯分組賽中，他個人連中三
元，改寫了多項紀錄。
這是洛迪高高斯在皇馬首次「戴帽」。他以 18 歲 301
天的年齡超越朗尼，成為歐聯歷史上第二年輕上演「帽
子戲法」的球員，僅僅排在皇馬傳奇球員魯爾（18 歲
113 天）之後。此外，洛迪高高斯也是在歐聯賽場上完
成「完美帽子戲法」（即三個進球分別來自左腳、右腳
和頭球）的最年輕射手。而他在比賽僅進行了6 分 14 秒
便已取得兩個入球，也創造了歐聯最快的「梅開二度」
紀錄。
賽後洛迪高高斯在接受西班牙媒體採訪時說：「聽到
班拿貝球場回盪着我的名字，對我來說是一個夢想成真
的時刻。今晚我非常開心，但我必須保持冷靜的頭
腦。」
皇馬主帥施丹則表示，自己並不因為洛迪高高斯的爆
發而感到意外。他說：「他加盟皇馬就是為了這個。
（今天的表現）只是個開始。」他還指出，「聰明」是
巴西小將最大的優點之一：「他學得很快，有自我提高
的意願，各方面都不錯，技術層面尤其好。目前他在體
能方面仍有待繼續加強，一旦改善了這一點，他在場上
將無所不能。」
洛迪高高斯於今年夏天以 4,500 萬歐元身價加盟皇家
馬德里。本季他在西甲聯賽和歐聯賽場上已為皇馬取得
5個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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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浩然）
因日前英超聯賽
於一次攔截中意
外導致對手安祖
高美斯斷腳的孫興民，於香港時間
周四凌晨的歐聯分組賽如常上陣，
更個人梅開二度協助熱刺作客以 4
球淨勝貝爾格萊德紅星；值得一提
的是，孫興民在入球後沒有慶祝，
而是雙手合十向高美斯作道歉。
雖然有指心情依然未完全平復，
但孫興民仍獲派上陣，並依然發揮

水準射入兩球；而當射入第一球
時，孫興民沒有慶祝，並選擇走到
鏡頭前雙手合十，做出了道歉的動
作。這位韓國球星賽後就對此作出
解釋：「在目前的情況下，我根本
不想慶祝，只想展示尊重；我很希
望高美斯能盡快康復，並想為他送
上祝福。說實在，這幾天真的非
常、非常難熬，幸好大家給了我很
多支持；對於那記攔截，我真的很
抱歉，但為了報答所有支持我的
人，我只能選擇專心比賽，我亦對
自己能有這麼好的朋友、隊友和球

迷而感到幸運。」據英國傳媒報
道，孫興民亦已發了訊息向高美斯
道歉。
另一方面，高美斯亦上傳了一段
短片，向球迷報平安：「像你們所
知道的，我已回到家中和家人一起
了，感謝你們所有人的支持。」

拜仁贏波出線
另一方面，與熱刺同組的拜仁慕
尼黑雖於日前辭退教練尼高高華，
但仍於主場以兩球淨勝奧林比亞高
斯，4 戰全勝得 12 分提早出線，熱

皇馬小將洛迪高一戰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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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則以 7 分排次席。拜仁代教練弗
利克賽後就表示自己對球隊表現感
到滿意，但球隊還需加強訓練，並
於應對密集防守時表現更好。

獲加客串守龍門助曼城保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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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曼城於香港時間周四凌
晨歐聯分組賽，作客僅能 1：
1 賽和阿特蘭大，未能提早取得出線權；而今場
比賽發生有趣一幕，後備入替的門將哥迪奧巴禾
被逐，令曼城於尾段要由右閘基爾獲加客串「守
龍」，幸好這位英格蘭守將最終能力保不失。
曼城上半場由史達寧先開紀錄，但球隊半場時
有正選門將艾達臣摩拉斯傷出，要由哥迪奧巴禾入
替，但這位智利門將落場僅4分鐘便被主隊的柏沙
美聯社 歷攻破大門，更於81分鐘因阻止對手單刀被逐；

雖然仍有換人名額，但由於曼城已無門將，只能讓
右後衛基爾獲加「做替工」，據報這位英格蘭球員
在訓練時也客串做過守門員，而在餘下比賽時間，
獲加亦作出了兩次撲救，終助曼城保住1分，但4
戰得10分成績未能提早獲得出線資格。
值得一提的是，曼城緊接周日便要應付對利物
浦的英超榜首大戰，但由於未知艾達臣摩拉斯能
否趕及復出，哥迪奧巴禾又明顯表現不穩，英媒
表示曼城可能會讓今夏加盟的 3 號門將卡臣把
關，這位前英格蘭代表隊球員曾於 2005 年至 08
年球季効力利物浦。

阿仙奴歐霸和波保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浩然）英超勁旅
阿仙奴提早於香港時間周四凌晨
出戰歐洲足協歐霸盃分組賽，結
果球隊於完場前被主場的甘馬雷
斯入波逼和 1：1 完場，未能提早
出線但順利保住榜首位置。
之前三輪比賽全勝的阿仙奴，
是役出訪葡萄牙要戰至 80 分鐘才

由守將梅斯達菲助攻得手先開紀
錄；然而，只要贏波便提早出線
的「兵工廠」，卻未能完成任
務；補時 1 分鐘，球隊竟於有 8 位
球員在禁區下，依然被單身一人
的甘馬雷斯射手般奴杜亞迪扳
平，賽後雖以 4 戰得 10 分續排榜
首，但未能提早獲得出線權。
雖然最後一刻的防守令人失望，

屈福特訪諾域治有力搶分

但阿仙奴領隊艾馬利卻依然對球隊
防線作出稱讚：「球員們是役表現
努力，曾經非常接近勝利，只是對
手於最後時刻入波。甘馬雷斯是一
支很有競爭力的球隊，但我覺得我
們這天的防守做得不錯。當然我們
想要贏，但今天的結果不算好。幸
杜亞迪（
（右）於多名守將包圍下射入
於多名守將包圍下射入。
。
而球隊還是排在第一位，以此排名 ■杜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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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線是我們的目標。」

長話
短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於香港時間周
六凌晨上演下游大戰，由諾域治於主場迎戰屈福特。前者之前雖爆冷
贏過曼城，但之後表現回落，近 6 輪聯賽成績為 1 和 5 負，5 場落敗比
賽皆失掉兩球或以上，防守實在差勁。至於屈福特上場對車路士雖敗
不辱，之前聯賽連和熱刺及錫菲聯等球隊，演出亦見明顯進步，值得
看高一線。（now621台周六4：00a.m.直播）

本田圭佑加盟荷甲維迪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荷蘭甲組足球聯賽球會維迪斯昨日
宣佈，已和屬自由身的前日本國腳本田圭佑簽約至季尾。現年 33 歲
的本田圭佑早前離開澳職球會墨爾本勝利後，一直未有班落，更曾向
曼聯等球會作自薦。本田圭佑過去曾有荷甲作賽經驗，他首度登陸歐
洲球壇，正是於 2008 年至 10 年球季効力芬洛。據報道指，維迪斯目
前遇上嚴重傷兵潮，故決定簽下本田圭佑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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