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
永淦）香港羽毛球隊昨日出
發到泰國，準備本月中開始
的世界羽聯亞洲賽季泰國站
賽事。由於當地疫情嚴峻，
港隊大軍如臨大敵，全隊上
下都要做足防疫措施，在機
場範圍更要戴上面罩。
泰國今月會一口氣舉行3

站賽事，前兩項超級1000
系列賽於12日至17日及19
日至24日舉行，港隊休戰近9個月以來再次出征國
際賽，派出伍家朗、李卓耀出戰男單；張雁宜參加
女單；以及鄧俊文／謝影雪及張德正／吳詠瑢兩對組
合出戰混雙。

不過，世界各地目前疫情
仍未受控，泰國甚至已局部
封城，國家羽毛球隊寧願棄
戰也拒絕冒險。至於港隊則
不敢怠慢，職、球員除了如
常戴上口罩之外，踏入機場
也已要戴上透明面罩，以防
感染病毒。抵達曼谷後，港
隊也要先接受1星期隔離，
然後才能到場館練習。

桃田賢斗確診
另外據日本傳媒報道，日本一哥桃田賢斗確診新

冠肺炎，日本隊已決定不派隊出征泰國，以策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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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甲巴黎聖日耳門2日官方
宣布，阿根廷人普捷天奴將擔
任球隊新任主教練。
「我們很高興看到球隊原
來的隊長回歸。」球會主席
納賽爾表示，「他的回歸完
美地符合球會的目標，相信
他能帶領我們翻開新的歷史
篇章。」現年48歲的普捷天
奴在球員時代曾於2001年至
2003年効力過「PSG」。
2009年，普捷天奴擔任西
甲愛斯賓奴主教練，開始了自
己的主帥生涯，隨後他又先後
執教英超修咸頓以及熱刺。
2018-2019賽季，他率領熱刺
歷史性殺入歐聯決賽，但最終
不敵利物浦無緣冠軍。隨後的
2019-2020賽季，由於熱刺在
聯賽中表現低迷，他於2019
年11月被球隊辭退，此後一
直賦閒至今。
巧合的是，「PSG」前任主

帥杜曹也在上季率領球隊歷史
上首次殺入歐聯決賽，但由於
球隊本季狀態有所下滑，最終
於2020年12月29日被球隊解
僱。
「我很高興和榮幸能成為巴

黎聖日耳門的主教練。感謝球
會對我的信任，一直以來聖日
耳門在我心中就佔據着特殊的
位置，在這裏我有着美好的回
憶，尤其是王子公園球場獨一
無二的氛圍。我帶着許多宏偉
的目標來到這裏，已經迫不及
待地想和這些世界上最有天賦
的球員合作。」普捷天奴說。
今季以來「PSG」飽受傷病
的困擾，聯賽中的統治力也不
復往昔。截至法甲第17輪，
他們以11勝2和4負暫列聯賽
第 3位，落後里昂和里爾 1
分。普捷天奴帶隊的首場比賽
將是1月6日在聯賽中作客對
聖伊天。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經過
季初的小低潮，皇家馬德里近期已重拾
勁旅風采，於香港時間周日凌晨主場以
2：0擊敗切爾達後近7場取得6勝1和
的佳績，暫

時壓過馬體會升上西甲榜
首。值得注意的是，馬高
阿辛斯奧的出色表現證明
自己已經完全克服傷患，
將是皇馬今季爭取衛冕的
重要棋子。
皇馬今仗雖然有沙治奧拉
莫斯因胃病缺陣，不過面對
切爾達仍然佔盡上風，而阿
辛斯奧表現更是光芒四射成

為球隊贏波功臣，這名24歲的年輕中場先助攻盧卡斯
華斯基斯頭槌破網打開紀錄，換邊後阿辛斯奧再門前
建功成2：0，助皇馬全取3分升上榜首。
阿辛斯奧在出道之初已被視為西班牙的明日之星，

不過2019年一次嚴重受傷
令他離開球場近一年，幸好
他傷癒後仍然得到主帥施丹
重用上陣達15場，對切爾
達射入今季首個入球更令他
對前途充滿信心：「這是一
個艱苦的過程，不過我已經
完全康復並回復狀態，我已
準備好為球隊貢獻所有，對
切爾達的勝果就是我們努力
的證明。」

短說
長話

體通天下評述員接受14日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香港體育直播平台《體通天
下》因有兩名員工確診，包括徐嘉樂、蔡芳裕、李嘉耀、馮堅成
及丘雨勤等一眾評述員，雖然病毒檢測呈陰性，但因均被列為病
人的緊密接觸者，昨日開始要接受14日隔離，《體通天下》也
被迫暫停粵語評述。

國安球員辛積轉會至河南建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1月2日，河南建業足球俱樂

部股份有限公司發布消息稱，經與北京中赫國安足球俱樂部及球員本
人友好協商達成一致，即日起，托尼．辛積正式轉會加盟該會。
1988年12月15日出生的辛積司職中堅，先後効力過德甲史特加、意
甲巴勒莫和俄超莫斯科戴拿模，曾代表波黑國家隊出戰巴西世界盃。

河南400餘名選手登高迎新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

道）1月 1日，「中國體育彩票」
2021年全國新年登高健身大會河南
分會場暨「錦繡中原」全民健身系列
活動開幕式在河南南陽獨山森林公園
舉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400餘名選
手報名參加比賽。此次活動是當地近
年來舉辦的規模最大的一次登山活
動，對推進體育文化發展，引導廣大
人民群眾積極參加戶外活動，健身強
體，追求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起到了
有效的推動作用。

聖日耳門官宣
普捷天奴任球隊主帥

港羽毛球隊昨赴泰國備戰

阿辛斯奧復甦 皇馬暫登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費城76人今季
狀態大勇，在昨日NBA
常規賽憑着賓史蒙斯交
出「大三元」以127：
112擊敗黃蜂，以5勝1

負的成績升上東岸第一。
今場76人全隊均發揮出上佳水

準，一共有 6名球員得分「上
雙」，當中包括5名正選球員，除
了T夏理士攻入全隊最高的24分，
賓史蒙斯的全能表現亦是今場勝利

關鍵，這名控球後衛取得15分、12
籃板和11助攻的「三雙」成績，帶
領球隊以127：112力克黃蜂穩坐
東岸「一哥」寶座。
76人今場進攻極具效率，命中

率近6成外更射入16記三分球，
主帥李華士希望球隊可以一直保
持水準：「當我們投射表現出色
時，絕對是一支非常危險的隊
伍，我們有很多出色射手，我相
信我們有能力一直維持這場的水
準。」

賓史蒙斯大三元 76人登東岸龍頭

●●賓史蒙斯賓史蒙斯（（左左））表表
現搶鏡現搶鏡。。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台北一姐戴資穎中國台北一姐戴資穎（（右右））亦以亦以「「重裝重裝」」
出赴泰國出赴泰國。。 戴資穎戴資穎IGIG圖片圖片

●●普捷天奴待業普捷天奴待業11年後終找到新工作年後終找到新工作。。
巴黎聖日耳門官網圖片巴黎聖日耳門官網圖片

●●普捷天奴視察球會訓練場普捷天奴視察球會訓練場
地地。。巴黎聖日耳門官網圖片巴黎聖日耳門官網圖片

●●阿辛斯奧阿辛斯奧（（白衫白衫））表現復甦表現復甦。。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英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惡化，但
近日有球員卻難抵佳節氣氛，開派對
群聚慶祝，有違防疫要求。
涉事球員是熱刺阿根廷中場盧施

素、中場拉美拿與西班牙後衛利古
朗，還有韋斯咸阿根廷中場蘭仙尼，
近日他們4家人搞了一個慶祝派對，
雖然聚會屬私人性質，但有人不慎
公開了聚會期間的合照，事件

因而曝光。4位球員無視防疫規定，
惹來球迷的口誅筆伐，事後球員都知
衰，其中蘭仙尼通過社交媒體道歉，
指自己其實應當做好榜樣才對。
不止熱刺，曼城法國左閘班捷文文

迪也通過發言人承認，除夕夜與女友
開了一個慶祝派對，邀請了一位廚師
和他女友的友人出席，承認這違反了
防疫規定，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歉意。
阿仙奴則趁新一年集中火力將反彈

勢頭延續，2日凌晨作客大破西布朗
4：0，除了梅開二度的拿卡錫迪，傳
射建功的左閘基蘭泰亞尼更是可圈可
點，一記左路剔過對手單騎殺入禁區
勁射破網的「個人騷」尤其精彩。阿
仙奴一波3連勝已令降班威脅大減，
「今場的發揮與我期望理想中的阿仙
奴很接近了，」「兵工廠」主帥阿迪
達說：「球員都放開自我，你可以看
到他們在自由發揮。」

熱刺熱刺韋斯咸韋斯咸球員球員違防疫要求挨轟違防疫要求挨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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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讓出一哥寶座

衛冕冠軍利物浦近來出現疲態，不
時贏形勢失分，連續兩場被聯賽

榜中下游球隊西布朗及紐卡素摸和，
已被第2位的曼聯追至同分。祖爾麥
迪比要養傷3星期，和雲迪積克等長
期「十字軍」齊齊避戰，但從近仗看
最大問題並非源於中堅荒，而是入球
火力驟減。由於鋒線最強第四人迪亞
高祖達尚未復出，領隊高洛普只好寄
望三叉戟能及時再現威力。
事實上，近幾場比賽沙迪奧文尼和羅

拔圖法明奴都依然有不俗的表現，只是

穆罕默德沙拿稍為失色，惟後者近4年
曾7破修咸頓大門，且看這數據能否對
他於是役重拾射門鞋起到幫助。
修咸頓16戰積26分，雖然排在第9

位，其實只是落後利物浦7分。不
過，從近4場3和1負入1球失2球的
狀態來看，「聖徒」有守強攻弱放緩
之勢，這與沙恩朗、禾確特等鋒將破
門乏術不無關係。算上去年2月慘吞4
蛋，修咸頓對上3個球季連續6次對賽
結果都不敵利物浦，甚有「格食格」
的味道，恐令球員信心再打折扣。

紅軍嚴防丹尼艾格斯
曾經効力利物浦結果失意他投，今

季入了6球的修咸頓頭號前鋒丹尼艾
格斯已傷癒候命；利物浦後衛尼敦菲
臘斯和安德魯羅拔臣賽前都表示，必
須對這位英格蘭射手多加防範，但羅
拔臣補充，足球始終是團隊運動，不
可只緊盯個別球員，「就像其他比
賽，我們需要以最佳表現去爭取收
穫，希望今仗我們也能取得理想戰
果。」

利物浦接連失分，在積分榜已被曼聯追上，為免讓出「一哥」寶座，明日作

客修咸頓就需打醒十二分精神。過去三個球季，「紅軍」利物浦都「食住」修咸

頓，有助此行聖瑪麗球場增添信心。（now621台周二4：0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球員在派對的合照意外流出球員在派對的合照意外流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