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巴塞隆拿
與AC米蘭今季遭遇恰恰相反，前者由爭標
分子暫時退居中游，A米則重拾王者本色，
不過今周聯賽縱是主場分頭出擊，A米全取
3分的阻力反而較巴塞大。
朗奴高文今季接手重建的巴塞仍是跌跌
撞撞，上周0：1輸給爭標對手馬德里體育
會後已遭他們拋離多達9分。球隊還要應付
傷兵問題，後衛碧基、阿拿奧祖、中場布
斯基斯與翼鋒安素法迪皆列「十字軍」，
為留力西甲，朗奴高文日前歐聯輪換了部
分副選小將擔正，甚至起用新人明古沙鎮
守後防，結果照樣大勝基輔戴拿模晉級，

球王美斯在休息了一場後，是役將可蓄銳
殺敵。今輪西甲的對手奧沙辛拿近3場得1
和2負，作客魯營遇上急於求勝的巴塞，恐

怕就更難全身而退。（now611及632台今
晚9：00p.m.直播）
A米上周聯賽以3：1擊敗拿玻里，可惜

梅開二度的入球重心伊巴謙莫域因傷退場
需休養數周，缺少這位39歲瑞典神鋒下球
隊剛戰歐霸只能與里爾賽和1：1，對A米
的影響即時浮現。故此，即使今輪對手只
是作客而來、暫列第15位的費倫天拿，
「紅黑兵團」也不可大意；若果列貝利能
夠傷癒復出，「紫百合」就更加難以對
付。（有線 602、614、654 及 662 台；
now638台；無綫myTV Super301台今晚
10：00p.m.直播）

師徒再交鋒 摩帥往績差重訪史丹福橋有隱憂

■■港超聯賽港超聯賽，，冠忠南區冠忠南區（（紅衫紅衫））被標準流浪完場前連入被標準流浪完場前連入
兩球兩球，，遭遭33：：33逼和逼和。。另外晉峰主場對天水圍飛馬以另外晉峰主場對天水圍飛馬以00：：
11見負見負。。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美斯休息一仗美斯休息一仗
後後，，是役可蓄銳是役可蓄銳
殺敵殺敵。。 法新社法新社

■■熱刺領隊摩連奴以熱刺領隊摩連奴以「「一哥一哥」」姿態姿態
重訪史丹福橋重訪史丹福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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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與魔鬼的化身馬拉
當拿度過了他傳奇和富爭
議的60 年，以後他將永
遠祥卧在「上帝之手」
中，為我們留下永恒的紀
念和不息的話題。筆者從
事多年體育新聞報道工作
且以報道足球為主，是至
今仍然認為馬拉當拿是足
球歷史上的天王而不單只
是球王，他的離去世界足
壇難有後者。

此位在阿根廷貧民窟長大的矮小
男孩很幸運地獲得上天的厚愛，給
予他魔幻左腳、超人般的體能和可
震懾對手踢不死的精神，無人能
及。足球概念都說足球是11 人的團
體合運動，這是足球運動的真理，
在這個整體合作的運動中需要落場
的每人團結一致才能發揮最佳作
用。然而馬拉當拿是至今唯一打破
此條定律的人，他可憑1 人之力改
變足球戰果，阿根廷隊在他的領軍
下便多次由劣勢扭轉為勝利的一
方。1986 年墨西哥世界盃就是足球
歷史上的里程碑，因當年的世界盃
印證了馬拉當拿這個1 人足球的反
常定律，這不正常的定律當然不會
有後來者。
筆者有幸參加了此届世界盃的採

訪，親睹馬拉當拿的神乎其技，也
在自己心中確定了他是足球史上無

人可代替的天王地
位。他所處的年代
星光熠熠，要數球
星粒粒閃爍，馬拉
當拿是當年足球史上的豐碑。他除
憑1 人之力助阿根廷奪得當年的錦
標外，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所効力
的意甲拿玻里當年只是二流球隊，
但在他的率領下兩奪意甲聯賽冠
軍，1 届歐洲足協盃。
90 年世界盃曾到訪拿玻里，市面

猶如未改革開放前的廣州，但到處
可見馬拉當拿的大幅彩像畫，在拿
玻里市民心中他就是神。建議電視
台可以重溫1986 年世界盃馬拉當
拿的每一場比賽，讓球迷重溫他的
風采。當年並沒有保護球星的球
例，因此馬拉當拿經常在球場上被
蓄意傷害以制止他發動攻勢，尤以
對韓國隊一仗為甚，但他總是在哪
裏被踢倒便在哪裏站起來，再跑動
向目標進發，後來球鞋的贊助商為
他專門設計了後踭有保護的球鞋，
把受傷的嚴重性降至最低。
近年有機會在皇馬的班拿貝球場

和香港大球場觀看過被譽為當今的
兩位最佳球星C 朗和美斯的表演，
若論在場上的「殺傷力」實不及馬
拉當拿的一半，論爆發力和個人技
術可以蓋棺定論了。
「上帝之手」在天堂正擁抱着馬

拉當拿！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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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刺領隊摩連奴以「一哥」姿態重訪史丹福橋，然而其

舊會車路士也連勝多場士氣正盛，這場關係到榜首形勢的

倫敦打吡勢必激戰可期。師徒再遇對摩帥略為不利的是，

他以對手教頭身份作客「車仔」都是輸多贏少，讓「藍

軍」是役可稍看高半線。（now611及621台周一0：30a.m.

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利物浦香港時間昨晚客場對陣白禮頓，雖憑前鋒迪亞高祖
達破網取得以1：0的領先優勢，但於補時階段羅拔臣禁區

解圍踢中韋碧克（下），被判12碼，最終柏斯高哥斯操刀射中，白禮頓
追成1：1。 路透社

逼 和

國安收穫亞冠第4捷提前出線
塔爾多哈時間27日結束的亞冠小組賽第四輪比賽，中超球隊北京國安憑藉
比埃拉與張玉寧的進球以2：0戰勝墨爾本勝利，收穫開賽以來的第四場勝利，
提前從小組出線。另外，陣容不整的上海申花以1：2不敵FC東京。申花主教
練崔康熙賽後坦言，球隊正面臨傷病等諸多困難，但對後續的每一場比賽必會
全力以赴，爭取出線。 ■中新社

NBA季前賽下月12日洛城打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NBA聯盟香港時間昨日公布了2020-21賽季季前
賽賽程，季前賽於香港時間12月12日至12月20日舉行，歷時9天。在49場季前
賽賽程中，聯盟每支球隊將至少打2場，最多打4場比賽。與此同時每支球隊在季
前賽至少要打一個主場和一個客場。其中在揭幕日，將進行洛杉磯同城打吡。

車路士英超聯賽輕取紐卡素後於歐
聯再絕殺雷恩提前晉級，各項賽

事連贏6場；熱刺挾上周聯賽勇挫曼
城之勢在歐霸大破盧多格德斯，豪取
5連捷。兩軍近況不相伯仲，在聯賽
榜的成績也非常接近，9輪戰罷，車
仔僅落後熱刺2分排第3，這更是熱刺
6年來第一次能坐正榜首，當然不甘
心輕易讓對手爬頭。

車仔隊長劍指倫敦第一
車路士多名貴價新兵已融入球隊，
鋒將迪姆華拿與薛耶治近仗頻有入球
和助攻，芝維爾亦成了球隊左路攻防
不可或缺的新力量，而且陣中唯一傷
兵基斯甸普列錫也可望復出，領隊林
柏特可遣強陣迎敵。對於這兩支倫敵
豪門的榜首之爭，車仔隊長艾斯派古
達表示隊友們都是充滿信心，「我們
總是力求成為倫敦的最強球隊，登上
頂端，因為這代表我們就是第一。」
熱刺王牌得分手孫興民與哈利卡尼
已建立出深厚的默契，互相助攻入球

如麻，成為英超又一對可載入史冊的
超級組合。此外，尼當比利、賀積查
治與穆沙施素高的三人中場亦效果理
想；唯一令摩帥擔心的是對曼城時受
傷的後防大將艾達韋列特依然倦勤，
或會削弱中路防守的穩定性。
事實上，摩連奴過往以對家主帥身

份7次客場對車路士只是贏過1場，
而球隊對上3次出師史丹福橋亦鎩
羽而回，數據方面看來也對熱刺
略為不利。對於再度與昔日執
教車仔時的愛徒林柏特交手，
摩連奴承認今次打吡以榜首
身份出戰所受的挑戰會比之
前大，然而車路士今夏斥資
逾2億英鎊擴軍，壓力始終
還是會在林柏特的一方，
「考慮到球會的投資，我
（在車路士時）已面對過那些
壓力了；而今要處理那些壓
力的人已不是我，因此你們
（媒體）讓他們感到多點點
心理負擔吧，勿打擾我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被視為今季港超
前 4 熱門的其中 3 支勁
旅，今日將會分途出師。
上季冠軍傑志先於主場迎
戰愉園，重返將軍澳為基

地的理文則會挑戰東方龍獅，兩強今季
首度相遇，是今輪聯賽焦點大戰。
經過兩季磨練後，理文已非吳下阿
蒙，今季3戰傑志都不分上下，證明球
隊已有挑戰列強的實力。今日重返主
場，即遇上勁敵東方龍獅，全隊都有信
心打響頭炮。然而，上周以2：2賽和傑
志一役，卻有列斯奧及梁嘉恆受傷離
場，若缺少這兩員大將，球隊肯定會受
一定影響。前西甲守衛荷西安祖完成隔
離後已隨隊訓練了一段日子，今仗或有

機會取代列斯奧的空缺倒戈出戰。
東方龍獅則被看好為今季奪標大熱，

兵源也是最充足的一隊，即使有費蘭度
及馮慶燁等養傷，以及陳浩瑋停賽，仍
有足夠球員調動。將軍澳運動場同時亦
為東方龍獅上季的主場，預料今日最低
限度可立於不敗之地。
傑志上周失分在理文腳下，今輪遇上實

力較次的愉園，3分志在必得。西班牙新
援Raul Baena已於日前抵港，但仍要接
受強制隔離，暫未能為傑志披甲。無巧不
成書，傑志上季揭幕戰對手正是愉園，當
時以5：0輕取對手，今季在第2輪再次相
遇，勝算可謂高唱入雲。總教練朱志光承
認球隊需要增加進攻瓣數：「上周賽和理
文之後，操練中投入了不少時間去改善進
攻的合，希望今仗有改善。」

54歲泰臣回歸擂台 今戰鍾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現年54歲的前世界重量
級拳王泰臣與另一前拳王鍾斯的表演賽，香港時間今日於
NBA洛杉磯湖人主場──史坦普中心舉行。昨日兩人都
通過健檢與藥
檢，泰臣過磅後
體 重 為 220.4
磅 ， 鍾 斯 210
磅。由於比賽是
表演性質，屆時
沒有官方計分及
不會宣布贏家。

港超3強分途出師 理文東方狹路逢

理文昨天宣布簽入一
度因富力R&F散班而失

業的徐宏傑，惟因未辦妥轉會手續，未能趕
及今日披甲。將穿上3號球衣的「傑仔」
稱：「很高興得到理文垂青，我會以表現來
報答知遇之恩。」 ■球會圖片

再 就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英超當
地時間周日另外兩場比賽，有曼聯作客
「聖徒」修咸頓（now621台今晚10：
00p.m.直播）及阿仙奴主場對狼隊
（now621台周一3：15a.m.直播）。
曼聯雖然攻防表現皆欠銳，對上3場比
賽重回勝軌，這與中場核心般奴費南迪斯
回勇不無關係。惟後衛勞基梳爾與艾歷拜
利仍倦勤，連迪路夫與中場保羅普巴和麥
湯米尼亦上陣成疑，雖然雲迪碧克可頂替
中場空缺，但此子還有待盡快適應新東家
的打法。
修咸頓暫時多踢曼聯1場領先4分排第

5，且近仗更接連擊敗阿士東維拉與愛華頓
等同屬今季的黑馬分子，主場連贏3場。
考慮到對上兩次主場都摸和曼聯，故相信
今次也決不輕易讓「紅魔」佔得甜頭。
另一仗，阿仙奴近4場聯賽得1勝兼陣

容不整，中場湯馬士柏迪、停賽的翼鋒尼
高拉斯比比與染疫的中場艾尼利和哥拉辛
拿斯均缺陣，後衛大衛雷斯與翼鋒韋利安
又因月傷未知能否披甲，加上歐霸賽後所
乘航班因濃霧而一度滯留挪威，加重球員
疲態，即使能趕上比賽，對手狼隊也近況
平平，「兵工廠」也難言可穩奪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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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3分易「拿」 A米恐「費」力

榜首未坐穩 熱刺小心行「士」榜首未坐穩 熱刺小心行「士」
■■雲迪碧克有待盡快適應雲迪碧克有待盡快適應
新東家的打法新東家的打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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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臣泰臣（（左左））與鍾斯賽前過磅與鍾斯賽前過磅。。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