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責任編輯：梁志達 ■版面設計：余天麟
新聞
A27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蔓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延，各類型運動比賽皆因此而宣告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延期；但在沒有比賽要踢，也不能到訓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練場訓練下，一眾球星悶在家中究竟有何事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做？根據外媒報道，利物浦球星阿歷士張伯倫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和占士米拿選擇了跳舞和分類茶包解悶，亦有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多位球星在個人社交平台分享積極操練的短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片；然而車路士新星美臣蒙特不理會自我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上賽季大部分時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隔離令私下出外踢球，就惹起不少非
間養傷，阿歷士張
伯倫體力十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議。
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
資料圖片
令
離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丁丁
丂丁
丂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
丂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隔
丁
丁
■
張伯倫與女友手舞
反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疑
丂丂
丂丁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
丂
足蹈。
足蹈
。
違
丁
丁網上圖片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特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蒙
丂丂
丂丂丂丂丁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臣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丁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美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動
丂丂
丂靜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丁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有
有
丂丂
丂丂丂丂將
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丁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
丂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名
兩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浦
物
利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占士米拿幫茶包分類。
丁丁丁丁丁網上圖片
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2020年3月17日（星期二）
2020年
2020
年 3 月 17
17日
日（星期二）

2020年3月17日（星期二）

娛
自
疫
避
適
星
球 各適其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不少球會
在這段時間都讓球員放假，但部分

球會會禁止球員因為商業原因外遊，以
減低他們感染的可能性。在不能外出
下，阿歷士張伯倫的歌手女友 Perrie
Edwards 在近期一直陪着男友，她日前
亦在社交平台上載一段和張伯倫跳舞的
影片，並留言謂：「自我隔離也可以很
有趣！」相比之下，另一「紅軍」球員
占士米拿感覺就沉悶得多，他於網上上
載一條正在把茶包分門別類的影片，球
迷自然均留言笑米拿人生太沉悶。

皇馬兵趁
「閉關」
加練體能
相比利物浦球員，因皇家馬德里籃球
隊有球員確診而需自我隔離的皇家馬德
里足球員們，看來就積極得多，其中隊
長沙治奧拉莫斯就於 Instagram 上載自
己在家中利用跑步機保持狀態的短片；
除了他之後，雲尼斯奧斯祖利亞和賓施
馬均上載了自己正在操練的影片，相信
教練施丹必感到十分欣慰。

此外，英超的車路士
由於有新星赫臣奧杜爾
確診，球員同樣需自我
隔離，其中德國後衛魯
迪格上載了正在自我訓
練的影片；然而，陣中
另一新星美臣蒙特似乎
就「冇有怕」，過去周
日被發現和韋斯咸中場迪
格蘭賴斯一同到 Trent Park
足球中心踢球。據英國《鏡
報》報道，美臣蒙特似乎怕被
發現，一直戴着圍巾比賽，而車
路士的發言人就表示，已提醒美臣蒙
特有自我隔離的責任；至於迪格蘭賴
斯因沒有自我隔離的需要，故韋斯咸
會方已表明賴斯的做法沒有問題。

外出享家庭樂 碧咸遭非議
另一方面，英格蘭前球星碧咸近日亦
惹上一點爭議，因他日前帶家人到自己
投資的美職聯球會國際邁阿密主場館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英格蘭超級聯賽暫時停賽最少到4月4日，但由
於疫情嚴重，各支球隊似乎都打定輸數。據英媒報道，已有多支英超球隊認為本
賽季比賽應宣告完結，但奪冠、歐洲賽資格及升降班等問題該如何解決，則仍是
問題。此外，英格蘭球星朗尼日前就向英政府和足球管理機構發炮，怒轟他們把
足球運動從業員當作「白老鼠」。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已越來越多球會認為該放棄
本季比賽。在本周四的英超會議上，各球會均會提出他
們的觀點。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賽季真的取消，
冠軍是否真的給予利物浦？哪幾支球會取得來季歐洲賽
資格？升班及降班問題又該如何處理？此外，英足總如
真的取消今屆比賽，其 30 億英鎊的轉播合約便算不能
履行，故周四的會議將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英格蘭球星朗尼日前於《星期日泰晤士
報》的專欄，怒轟政府和足球管理機構政策差劣：「對
球員、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家人而言，這是令人擔憂的一
周，你能感到政府和足總等缺少領導力。當網球、一級
方程式、欖球、高爾夫球及其他國家的足球賽紛紛停
擺，他們（英政府及賽會）卻一度仍想繼續比賽，為什
麼我們要到周五，以及（阿仙奴領隊）阿迪達確診了才
作出正確決定？雖然比賽延期了，但在之前，我感覺我
們被當作實驗的白老鼠。」

■美臣蒙特
美臣蒙特((右)外出踢球
外出踢球，
，未知會否惹
得車路士領隊林柏特的不滿。
得車路士領隊林柏特的不滿
。 美聯社
觀，期間並和三位兒子一同踢球，而其
妻子維多利亞、兒子布魯克林的女友等
則於看台上聚會，故有網友就擔心，碧
咸家族在這期間作如此聚會似是有點不
妥當。

朗尼轟英政府當球員白老鼠

■朗尼不滿當
局處理疫情的
反應慢幾拍。
反應慢幾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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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級聯賽照樣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英格蘭第五級聯賽過去一周竟依然進
行了多場比賽，而且球場人山人海兼球迷似乎依然沒有
戴上口罩；難怪賽會被批評為貪婪、愚蠢和沒有常識。

華倫西亞 5 人確診 對手也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西班牙甲組聯賽
球隊華倫西亞，在過去周日確認有 5 位職球員確診
新冠肺炎，但由於這支西甲球隊在上周中的歐洲聯
賽冠軍盃曾與意大利的阿特蘭大碰頭，故後者全隊
職球員均自我隔離。
到昨日截稿前意甲共有 11 名球員確診，但阿特
蘭大一直無相關消息。不過，由於華倫西亞在過去
周日宣佈有 5 位職球員確診，當中更包括阿根廷後
衛加雷、西班牙左閘荷西加耶以及法國守將文加拉
三員國腳級大將，阿特蘭大會方亦立即宣佈，隊中
所有職球員均會進行自我隔離。
■効力華倫西亞的西班牙國腳左閘
荷西加耶，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法新社

三名國腳承認感染
華倫西亞會方並沒有公開確診者的名單，但加雷

國際奧委會商議參賽資格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根據
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國新聞網等報道，
國際奧委會（IOC）主席巴赫將在今日
舉行一次電話會議，重點商議東京奧運
會預選賽以及參賽資格的問題。
根據報道，本次電話會議目的，在
於讓分管各個運動項目的國際聯合會以
及各國奧委會和運動員，了解具體的事
態發展情況。
法新社引述某單項協會關係者的訪
問說：「IOC 將在會議上就疫情引起
的各種問題作探討，並給予各個單項協
會和國家地區協會發問的機會。」
因為疫情關係，目前至少有一半的單

■距離東京奧運開幕倒數只餘百多
天。
法新社
項賽事賽程受到影響，而羽毛球、帆
船、柔道、摔跤和足球等賽事預選賽都
被取消或延期，選手參與奧運的資格很
難按照原定方法決出，故IOC方面才決
定召開今次會議，希望找出應對方法。

和文加拉也大方承認確診，其
中後者於個人社交平台表
示：「我剛得知自己確診，
但我感覺很好，無相關徵
狀，然而我仍會留在家中。
我知道沒徵狀也可是帶菌
者，我亦建議大家應遵從建
■ 加雷自上月初
議，盡量別接觸其他人。」
便一直沒再披甲
另一方面，據報意大利足總
上陣。
上陣
。 路透社
將會向歐洲足協提議，把今屆
歐洲國家盃延期。意足總主席加雲拿表示：「我們
將向歐足協提議推遲歐國盃比賽的舉行時間，並努
力讓意甲聯賽完整完成，因為許多球會均作出了大
量投資和犧牲，這樣對他們才算公平。」

長 話 短 說

曼聯強援當選英超 2 月最佳
歇冬期加盟曼聯的般奴費南
迪斯，甫轉戰英格蘭超級聯賽
踢了 5 輪便交出 2 入球及 3 助
攻，昨天大熱當選英超 2 月最
佳球員。對於自他加盟後曼聯
重回勝軌，般奴謙稱：「一支
球隊的改變，是因為所有人都
向同一方向努力。」

七旬瑞士足總主席
「中招」
瑞士媒體報道，瑞士足總主席布蘭克於過去周日
確診新冠肺炎，現正自我隔離。現年 70 歲的布蘭
克表示：「我現在感覺尚算不錯，只是有輕微流感
症狀。」位於伯爾尼的瑞士足總總部已暫時關閉。

■甘美奧球員影大合照時全部戴上口罩。

路透社

球員戴口罩抗議
叫停巴西球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在疫情影響下，各地聯賽先後延
期，然而巴西省足球聯賽過去一
周卻依然安排比賽，此舉令到巴
甲球會甘美奧和保地花高上下十
分不滿，於出場時分別戴上口罩
抗議。賽會在周日晚終於接受現
實，並宣佈從昨日（16 日）起巴
西國內所有全國性足球賽將無限
期暫停。
雖然是閉門作賽，但分別於省
聯賽對戰 Sao Luiz-RS 和班古的
甘美奧和保地花高，球隊上下均
依然對疫情感到不安，因此在日
前比賽出場時，不約而同戴上口
罩表達無聲抗議。甘美奧班主

Renato Portaluppi 接受訪問時，
對巴西足總表達強烈不滿：「當
全世界球賽逐步停擺，難以理解
巴西為何依然堅持比賽，希望巴
西足總可以聆聽他們的聲音。」
幸而，足總於過去周日晚終於
聽取業界人士意見，宣佈從昨日
（16 日）起，巴西國內所有全國
性足球比賽，包括巴西盃賽、女
足聯賽、U17 聯賽和 U20 巴西盃
賽將無限期暫停；但各州比賽是
否舉行，則依然由各州足協決
定。巴西足總主席卡波克洛表
示：「我們的做法是在足球界承
擔起防止新冠病毒在巴西擴散的
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