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聯今季成績起起跌跌，縱位處
第5位卻相距前四仍有6分差

距，來季要重返歐洲聯賽冠軍盃戰
線並不樂觀。本來車路士接連失
分，曼聯有多次拉近距離的良機，
但都因自己頻頻「脫腳」而錯失。
上仗作客如日中天的利物浦落敗尚
算非戰之罪，但香港時間23日凌晨
於自己地頭吞般尼兩蛋一戰，近58
年來首次於奧脫福不敵般尼，卻已
難再為拙劣表現找到藉口。

名宿狠批馬古尼不符身價
開賽形勢不俗的曼聯屢屢門前失
機，被全場得兩次埋門射正的護級分
子般尼攻入兩球，球隊無論攻守均出
現不少問題。事實上，蘇斯克查接任
後未有為球隊戰術帶來太多革新，仍
是單靠防守反擊與列強周旋，組織力
不足的問題在麥湯米尼及拉舒福特先
後受傷下更被放大，兩位年輕「魔
兵」又未能在短期內復出，球隊要靠
現有人腳走出困境並不現實，魔迷只
有寄望傳聞中的進攻中場般奴費南迪

斯可盡快加盟帶來新氣象。
上賽季入主曼聯後曾以一波10勝2

和獲推崇備至，但這球季成績不進反
退，令到蘇斯克查立即成為眾矢之
的。曼聯名宿里奧費迪南在對般尼的
點評中指出，球隊目前的成績的確不
足以令蘇斯克查坐穩帥位，轉會市場
的不力是球隊陷入危機的主因，更點
名指高價加盟的中堅哈利馬古尼表現
與8,000萬英鎊的身價並不相稱，而另
一位阿仙奴名宿基昂更是落井下石，
預言相信蘇帥將在賽季結束後被炒。

蘇斯克查認有負球迷期望
蘇斯克查坦承球隊的表現辜負了

球迷期望：「我們的表現令球迷感到
失望，不過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失去信
心。負面情緒對事情沒有幫助，我們
要於下一仗在球場上證明自己。」蘇
帥認為，經過聖誕新年快車賽期，球
員的確出現了疲態：「我會為場上發
生的事情負上責任，今場敗仗打擊了
我們的信心，但我們會在下場足總盃
找回球迷的信任。」

自功勳傳奇領隊費格遜2013年退休後，曼聯

主帥位置一直陷於動盪，無論莫耶斯、雲高爾及

摩連奴均無法帶領球隊重回正軌。曼聯一度希望

經歷過球會最輝煌時代的蘇斯克查可以協助球隊

找回昔日「魔性」，不過蜜月期已過後，曼聯的

成績仍未見突破，主場0：2不敵般尼的差劣表現更令外間對

蘇帥的能力提出質疑，如未能及時反彈，來季紅魔教頭一職或

將再次易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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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曼聯今季雖然為羅
致哈利馬古尼及丹尼爾占士花費不菲，但觀乎球隊
成績，進一步換血勢在必行，尤其是安達斯彭利拿
及連格兩名效率低下的中場，更是球迷眼中欲除之
而後快的目標。
試圖重建王朝的曼聯近年不乏巨額支出，保羅普

巴、安東尼馬迪爾及哈利馬古尼個個身價高昂，但持
續的換帥換血卻仍未能找到球隊的最佳配置，今季成
績亦未見太大起色，相信未來人腳仍有大變動。
有什麼新人加入成為「紅魔」一員尚是未知數，但
球迷心目中卻有一張清洗名單。安達斯彭利拿今季雖
然不乏上陣機會，但交出的表現卻難令人滿意，雖然
這位巴西中場跑動落力，但無論技術、傳送以至射門
均只屬二流，隨着球隊正積極斟介般奴費南迪斯，彭
利拿在曼聯的日子可能已進入倒數。另外在2019年未

錄得任何入球或助攻的連格亦是清洗目標之一，曾是
英格蘭矚目新星的他已經27歲，可惜近年進步卻少之
又少，是球迷心目中的頭號「瘀血」。

連格 彭利拿成魔迷眼中「瘀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連續4場聯賽不勝，
有門神洛里斯傷癒復出的熱刺在同日的另一場英超比賽
終於重響勝鼓，但防守甩漏仍多，第70分鐘甚至被榜尾
的諾域治一度憑12碼追和，完場前10分鐘多得孫興民
的頭槌補中才主場驚險地以2：1收下3分，與曼聯同為
24戰積34分，落後第4名車路士6分。「當踢得很好之
時我們理應多入幾球，」熱刺主帥摩連奴點出不足。李
斯特城主場雖大破韋斯咸4：1穩守季席，但頭號射手占
美華迪卻告傷出。

熱刺艱苦重響勝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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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主場慘吞般尼兩蛋曼聯主場慘吞般尼兩蛋，，蘇斯克查蘇斯克查((左三左三))成為眾矢之的成為眾矢之的。。法新社法新社

■在哈利卡尼受傷下，孫興民的入球便更顯得重
要。 路透社

■■般尼前鋒基斯活特般尼前鋒基斯活特((中中))射入射入11：：00

一球一球，，哈利馬古尼哈利馬古尼((左左))要為這失球要為這失球

負上很大的責任負上很大的責任。。 路透社路透社

▶不少曼聯球迷無癮，
提早離場。 路透社

險遭丙組仔落面
基沙文幫新帥解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

志達）意大利和西班牙周
中都進行盃賽鏖戰，半力
出戰的巴塞隆拿作客丙組
仔伊維薩聯險些陰溝裡翻
船，上半場更錄得 0射
門，基沙文奉獻兩個入球
才總算為新任教頭施迪安
保住面子。
西班牙盃32強，巴塞於

香港時間周四凌晨作客出
戰伊維薩聯，施迪安收起
了美斯、碧基等大將，輪換包括前鋒安素
法迪和守將祖尼亞費普在內的年輕副選兵
擔正。原以為對方只是丙組隊實力有限，
加上施迪安日前首演即領軍重現傳控足球
威力，冷不防開賽9分鐘竟先失一球。伊
隊換邊後體力下降，巴塞法國球星基沙文
挺身而出，於72分鐘及補時入球絕殺。

C朗佳態再現 意盃領祖記入4強
在施迪安接手後，巴塞連續第二場取得

逾75％控球率，惟是役僅得3次射門，第
一腳更是70分鐘才出現。「我寧願己隊
是另一種踢法，但也理解這種比賽的難
處，人工草皮，對手展現的韌勁、侵略
性，收縮防守也做得很好。」施迪安點評
己隊晉級16強：「遇到困難時，你可以
去享受、求進步。」

意大利盃方面，祖雲達斯憑基斯坦奴朗
拿度（C朗）、賓坦古亞及邦路斯建功，
主場力克羅馬3：1晉級4強。C朗近10戰
入13球佳態再現，主帥沙利表示：「這
不能歸功於我，我必須感謝他的媽媽，誕
下C朗這足壇模範。」

■■基沙文基沙文((左左))為巴塞射入奠為巴塞射入奠
勝一球瞬間勝一球瞬間。。 法新社法新社

■(左起)保方、C朗和希古恩感謝祖記球
迷的支持。 法新社

拿度澳網過關 32強遇同鄉
昨天 2020

年澳洲網球
公開賽第 4
個比賽日，
多位高排名

種子球手都順利過關殺入單打
32強。
女單 2 號種子來自捷克的

比莉絲高娃，面對德國球手
薛姬蒙首盤一度落後1：3，
然而後來居上終贏兩盤6：3
獲勝，全場更轟出 8 個 Ace
球在內的 22 個制勝分。6號
種子瑞士的賓絲錫頂住了
2017 年法網冠軍奧絲達賓高
的急起直追，以兩盤7：5力
保 32強席位。卻芭、梅頓絲

與夏莉普等種子好手亦順利
晉級32強。
男單方面，「一哥」拿度用

6：3、7：6(4)及 6：1的比分
擊敗阿根廷球手迪普尼斯，將
與27號種子西班牙同鄉保士
達爭入16強，阿歷山大施華
利夫與梅德韋傑夫兩位分別來
自德國和俄羅斯的年輕新星，
還有蒙菲斯、添姆、伊士拿與
華連卡亦順利闖入第3圈，32
強焦點將落在後兩者的對決之
上。
女雙比賽，中國組合張帥/

彭帥不敵俄羅斯選手庫德梅托
娃和美國選手里斯克，止步首
圈。■拿度上前慰問被球擊中的小球童。 法新社

美國職籃NBA新奧
爾良鵜鶘「怪物新
秀」施安威廉臣昨天
傷癒歸隊，在他NBA
首戰的第 4 節大爆
發，一口氣豪取 17
分，整場比賽打了18
分鐘就轟入全隊最高
的22分，但鵜鶘還是

主場以117：121不敵馬刺。

大學時期就備受矚目，並以新
秀狀元姿態進身NBA的施安威廉
臣，因傷錯過新秀第一年的大半
個球季，鵜鶘球迷昨天終於盼到
其NBA首次出賽。前三節威廉臣
共打12分鐘，拿下5分4籃板1助
攻，鵜鶘也一路落後。雖然威廉
臣在第4節狂得17分一度助鵜鶘
反超前，可惜結果還是無阻馬刺
收下3連勝。 ■中央社

「怪物新秀」遲來首演 爆後勁未救主

■施安威廉臣(右)甫亮相即讓球迷留下好印象。美聯社

長

話

短

說

新援對辦 多蒙特勝望「隆」
多蒙特上半賽季成績一般，上周歇冬後
贏回一仗力挫奧格斯堡5：3守住第4位，
今冬加盟的挪威超新星艾寧夏蘭特連中三
元，德甲完美亮相，相信明晨主場也不會
輕易放過倒數第六位的科隆（有線612及
652台、now671台及Fox+周六3：30a.
m.直播）。

尼馬「屁股傳球」成熱話
巴黎聖日耳門（PSG）在當地時間22
日晚法國聯賽盃足球賽4強作客輕取蘭
斯3：0，有助攻貢獻的尼馬踢到第40分
鐘時更表演一記屁股傳球，引發網民熱
話。事實上，這位巴西好波之人近來也
是狀態大勇，對上6場法甲聯賽有7個入
球以及5記助攻。

■安達斯彭利拿(左二)受到圍堵。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