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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亞冠盃 橫濱水手 FC悉尼 今晚6：30p.m. C612/C652/n671/Fox+

亞冠盃 水原藍翼 神戶勝利船 今晚6：30p.m. C611/C651/n670/Fox+

英超 曼城 韋斯咸 周四3：30a.m. n611/n621

歐聯 熱刺 RB萊比錫 周四4：00a.m. C616/C656/n643/T303

歐聯 阿特蘭大 華倫西亞 周四4：00a.m. C601/C661/n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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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馬古尼在香港時間18日凌晨舉行的車
曼戰中，下半場接應角球跳頂破網奠定

勝局，而由他領導的曼聯防線，近9場比賽已
7次力保不失球，同時幫助球隊本賽季聯賽、
聯賽盃合計三挫車路士。不過，是役最大爭
議也是馬古尼。21分鐘，車路士前鋒巴舒亞
伊和馬古尼爭球，過程中巴舒亞伊撞跌了馬
古尼，後者失平衡滑出界外，巴舒亞伊也順
勢向前衝。然而馬古尼倒地後右腳卻狠狠踩
中巴舒亞伊的「重要部位」。

辯稱下意識出腳 名家紛指應被逐
名宿球評人加歷查和堅尼都認為，馬古尼
逃過紅牌實屬僥倖。前英超名哨卡頓保也在
專欄中指出，「從慢鏡看到，曼聯後衛當時
對巴舒亞伊有清晰的第二下動作，這本來是
可以避免。」不過，曼聯領隊蘇斯克查卻不
同意舊隊友堅尼的看法，「巴舒亞伊推人在
先，而且快要跌在馬古尼身上，他才用腳阻
擋。」馬古尼也解釋：「我感到他快要跌向
我，我下意識伸直腳，假如他撞落我身上時
可嘗試撐住他。」
曼聯臨完半場前先拔頭籌，由安東尼馬迪

爾接應雲比沙卡傳中搶點頂入。「車
仔」後衛葛特蘇馬換邊後10

分鐘曾將球送入網，後來VAR認為其隊長艾
斯派古達撞人在先，改判入球無效。惟慢鏡
顯示艾斯派古達撞到人前，其實是遭到曼聯
中場費特洛迪古斯推到才致失去平衡，故此
VAR確有誤判之嫌。「紅魔」大難不死有後
福，加盟後第二次披甲的葡萄牙中場波基斯
費南迪斯角球斬中，馬古尼力壓魯迪格頂成
2：0。

林伯怨屢遭誤判 錯用巴舒亞伊？
「如果不是曼聯球員先推了艾斯派古達，他
也不會出現在那位置上。」林柏特抱怨遭
VAR抹殺了扳平機會，同時直指馬古尼那一
腳「該判紅牌」。車仔今仗佔60%控球時間，
卻輸在埋門效率上。「林伯」最大敗筆是錯用
巴舒亞伊踢正選，這位比利時前鋒多番失機，
第23分鐘的門前4碼炒高最為「敗家」。
蘇斯克查則認為，己隊是役防守表現堪稱完

美，「這是艾歷拜利傷癒復出第一戰，他踢得
很好，馬古尼也是，我們沒給對手太多機會。
只是控球不是很好，組織有些亂。」紅魔全
取3分後位居第7，落後第4位車路士
的差距縮減至3分，聯賽餘下
12輪的爭四形勢更添緊
湊。

逃過紅牌、頭槌建功、力

保不失，英格蘭後防球星哈

利馬古尼在今場「車曼戰」

集多個元素於一身。曼聯成

功以 2：0攻陷史丹福橋球

場，單賽季「三殺」車路士，除了哈利馬

古尼在攻守方面的貢獻，視像球證

（VAR）亦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勝負大

局，令到「車仔」主帥林

柏特甚感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
達）英超衛冕無望的曼城，這球季餘

下時間料將專注於盃賽之上。「鎚仔幫」韋
斯咸雖然要搶分護級，但礙於本身的實力，恐怕
明日凌晨聯賽補賽也無力於曼城地頭反客為主。

（now611及621台周四3：30a.m.直播）
由於風暴影響，曼城早前對韋斯咸一戰延期

至本周舉行。球隊日前對熱刺狂攻不下，結果
輸0：2，落後榜首利物浦的距離擴至25分。基
本衛冕無望而又前四無憂，「藍月兵團」餘下

時間料會集中火力踢好歐聯及本土兩大盃賽。
韋斯咸位列倒數第三急需搶分，但25場失43
球的防線實在弱不禁風，剛戰一度領先兩粒也
遭白禮頓摸和3：3，可以預期即使想在曼城主
場搶分也是有心無力。

英超前十名形勢
名次 球隊 賽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利物浦 26 25 1 0 61 15 46 76

2 曼城 25 16 3 6 65 29 36 51

3 李斯特城 26 15 5 6 54 26 28 50

4 車路士 26 12 5 9 43 36 7 41

5 熱刺 26 11 7 8 43 34 9 40

6 錫菲聯 26 10 9 7 28 24 4 39

7 曼聯 26 10 8 8 38 29 9 38

8 狼隊 26 8 12 6 35 32 3 36

9 愛華頓 26 10 6 10 34 38 -4 36

10 阿仙奴 26 7 13 6 36 34 2 34

註：只列前十名；前四名可參與下屆歐洲聯賽冠軍盃。

鎚仔幫搶分難望「城」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
志達）歐洲聯賽冠軍盃16
強首回合，上屆亞軍熱刺
明晨會在倫敦擺陣迎擊RB
萊比錫。熱刺大戰前夕傳

出主力射手孫興民養傷的壞消息，然而球
隊近況始終佔優，主帥摩連奴功力深厚，
料可變陣退來敵。（有線616及656台、
now643台、無綫myTV Super 303台周

四4：00a.m.直播）
在哈利卡尼養傷的過去一個月，孫興

民多次扮演救世主角色，數天前正是憑
「韓國球王」梅開二度險勝阿士東維拉
3：2，英超3連勝殺回第5位。不過球
會昨日宣佈，孫興民因右臂骨折需接受
手術而休養數周。預計摩連奴要為鋒線
變陣，由迪利阿里、盧卡斯莫拉和新援
貝雲積擔正，其中前者近來狀態復甦，

有助熱刺克服難關。

迪姆華拿鬧入球荒
RB萊比錫歇冬後4輪聯賽有3場不勝，讓

出德甲「一哥」寶座，日前大破雲達不來梅
3：0總算穩住軍心。不過，頭號射手迪姆華
拿連續5場鬧入球荒，削弱整體攻擊力，球
隊歐聯大賽經驗又稍輸蝕，32歲少帥尼祖斯
文實在未必鬥得過老路縱橫的摩連奴。

歐聯前夕折主將 熱刺變陣抗「萊」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兩支
都是靠後勁奇蹟晉級淘汰賽的球隊明晨
歐聯16強將正面交鋒，首回合由意甲
「入球王」阿特蘭大留在本國作賽，移
師米蘭聖西路球場出戰，有力先贏華倫
西亞一仗。（有線 601 及 661 台、
now644台周四4：00a.m.直播）
加斯柏連尼成功將阿特蘭大改造成強

隊分子，本屆聯賽24戰入63球冠絕意
甲，歐聯又克服頭3仗全敗的逆境接連

以1和2勝奇蹟晉級，首次參賽便殺入淘
汰賽。加帥日前換走艾真度高美斯、杜
雲沙柏達和伊利錫這些進攻好手，為今
場留力，最終仍無阻球隊力挫羅馬收下
2連捷，守在第4位。
華倫西亞在歐聯同樣靠後勁突圍，不

過近來狀態非常一般，盃賽、聯賽兩連
敗，剛戰則艱苦逼和馬德里體育會2：
2。面對阿特蘭大的攻擊群，實在未必能
夠招架得住。

強「大」火力 恭候華倫

■■RBRB萊比錫萊比錫
射手迪姆華拿射手迪姆華拿
連續連續55場無進場無進
賬賬。。 法新社法新社

■■伊利錫是阿特伊利錫是阿特
蘭大隊內的首席蘭大隊內的首席
射手射手。。 美聯社美聯社

■■熱刺新兵貝雲積熱刺新兵貝雲積22次上次上
陣射入陣射入11球球。。 美聯社美聯社

■■曼城中場奇雲迪布尼曼城中場奇雲迪布尼
「「弗到漏弗到漏」。」。 法新社法新社

■■馬古尼右腳踩中巴舒亞伊馬古尼右腳踩中巴舒亞伊，，
動作十分礙眼動作十分礙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波基斯費南迪斯波基斯費南迪斯((右右
二二))力證身價力證身價。。 法新社法新社

■■力保不失球兼入力保不失球兼入
波波，，哈利馬古尼成為哈利馬古尼成為
今場比賽的主角今場比賽的主角。。

路透社路透社

2020勞倫斯世界體育頒獎典禮17日晚在柏林舉行，F1
常勝車手咸美頓和世界足球先生美斯雙雙獲評年度最佳
男運動員獎，美國體操明星拜爾絲榮膺最佳女運動員。
獎項最終評審團勞倫斯世界體育學會認為咸美頓和美
斯在去年取得的成績難分伯仲，最終分享最佳男運動員
榮譽，這在勞倫斯獎20年歷史上尚屬首次。
美國體操名將拜爾絲在4年內第3次獲得勞倫斯年度
最佳女運動員獎。2019德國斯圖加特體操世界錦標賽，
22歲的拜爾絲獲得5面金牌，其中包括第5個全能世界
冠軍，幫助美國隊連續五屆獲得團體冠軍。她已獲得25
面體操世錦賽獎牌，是史上獲獎牌最多的體操運動員。
憑藉對籃球界作出的貢獻，德國傳奇魯域斯基獲授予終
身成就獎。魯域斯基2018/19賽季結束後退役，在効力達
拉斯獨行俠／小牛的21年中，是NBA史上唯一一位同時做
到得分31,000以上、籃板10,000以上、助攻3,000以上、
搶斷1,000以上和三分球1,000以上的球員。 ■新華社

史上首次 雙「美」瓜分勞倫斯獎

■■咸美頓獲封最佳男咸美頓獲封最佳男
運動員運動員。。 法新社法新社

卡斯拿斯宣佈角逐西足總主席
曾經幫助西班牙國足勇奪世界盃、
歐洲國家盃兩大錦標的「門神」卡斯
拿斯，日前正式宣佈參選西班牙足總
主席。事實上，近日已有消息指他有
意角逐西足總掌門一職，並就此退
役。卡斯拿斯2015年離開皇家馬德里
後一直効力葡超豪門波圖，但去年因
心臟病而一直休養。

東京馬拉松取消公開組比賽
由於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

東京馬拉松組委會發表聲明，宣佈
因為無法保證比賽「安全」舉行，
決定取消今年公開組跑手的比賽，
只保留精英跑手和輪椅馬拉松精英
跑手比賽。組委會將把未能參賽選
手的名額保留到明年，但所有跑手
均需重新繳費。

長
話
短
說

■■魯域斯基膺終身成魯域斯基膺終身成
就獎就獎。。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