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刺曾經進佔榜首，經過上月
的低潮現時只能守在第 4

位，與曼城同積29分，但熱刺比
排名更前的利物浦少踢1輪，曼城
更是少賽2輪，因此熱刺和曼城在
爭標行列中其實並非落後太多。
熱刺近來賽程兩度受疫情影響，
原本周中對阿士東維拉因對方多
名職球員確診而延期，於是明晨
改為與富咸進行補賽。
熱刺本月聯賽盃殺入決賽，摩

連奴有望延續逢執教任期第二季

都必有盃捧的「摩二季」軌跡；
日前足總盃又在收起大批主力下
輕取業餘球隊馬連，近5場錄得4
勝1和不敗。今屆英超包辦了球隊
超過七成入球的哈利卡尼和孫興
民組合，獲得輪休後更能以充足
體力上陣殺敵。
暫列倒數第3位的富咸，主帥柏
加對季初場場失3、4球的防線下了
一番苦功，對上4輪聯賽都和波力
保不敗終場，以及只曾被攻破大門
2次，代表作有爆冷逼和衛冕的利

物浦1：1。在這幾場比賽中，喀麥
隆中場安古沙的表現可圈可點，不
過球隊整體攻力依然疲弱，只要善
於防守的摩連奴成功封死客隊攻擊
點，富咸相信也無力頑抗。

曼城無鋒陣無堅不摧
曼城各項賽事豪取6連捷，成功

在本土兩項盃賽中闖關；更難能可
貴的是多名球員染疫要殘陣作賽，
「藍月兵團」表現反而更加勇猛，
上輪聯賽更在被普遍看淡下，領隊

哥迪奧拿以「無鋒陣」打快攻大破
車路士3：1。隨着球員相繼痊癒，
兵源緊絀已大為紓緩，雖然前鋒阿
古路需隔離，中堅尼敦阿基和翼鋒
史達寧上陣成疑，但其他包括奇雲
迪布尼以至新星菲爾科頓等重點球
員都可候命。
白禮頓連續7場聯賽不勝，得4

和3負失了11球，位居倒數第四
位，跌入降班區危機加深。球員
似乎未見護級必備的決心，作客
曼城就更加兇險。

●●森喜朗再次表明舉辦奧運的決心森喜朗再次表明舉辦奧運的決心。。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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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炳添封閉集訓備戰奧運
據中國田協消息，「中國國家田徑隊深圳龍崗訓練

基地」11日在龍崗大運中心正式簽約揭牌，這是奧運
基礎大項國家隊訓練基地首次落戶深圳。而從去年11
月中旬開始，蘇炳添、謝震業等國家隊隊員在大運中
心進行封閉集訓以備戰東京奧運會。揭牌儀式上，中
國田徑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于洪臣表示，中國國家田
徑隊訓練基地落戶龍崗對田徑隊的備戰將有積極的作
用。接下來，中國田徑協會將繼續在國家隊建設、馬
拉松、智慧賽道等方面持續發力。 ●中新網

中國海帆船賽因疫情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仍然持續，而抗疫相關的出入境限制依然生效，香港
遊艇會昨日宣布取消原定在今年3月31日開賽的2021
年「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會長孟憲庭表示：「雖然
我們曾認為疫情將於2021年3月前有顯著改善，但疫情
未見緩和。與合作夥伴協商後，我們認為取消比賽是明
智的決定。本會之後將竭盡所能，在遵守所有限制的前
提下，在復活節籌劃另一場賽事。與此同時我們將努力
不懈地為2022年舉辦一場精彩的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
作準備，以慶祝其成立60周年。」

F1澳洲中國站同宣告延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一級方程式（F1）官

方於昨日宣布，今屆澳洲站和中國站比賽皆因新冠肺
炎疫情依然嚴峻而延期，其中原為開咧戰的澳洲站，
將由3月19日推遲至11月19日舉行；在這情況下，在
3月26日舉行的巴林站，將會成為今季F1的揭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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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浩然）新冠疫情
持續侵襲NBA！在昨
日，NBA官方再宣布
塘鵝對獨行俠，以及塞

爾特人對公牛的比賽需要延期，
不過NBA發言人巴斯就表示，
目前仍未有停賽的計劃。
由於要執行防疫規定，令大量
球員需隔離，獨行俠和塞爾特人
均無法達到最低8人上陣的要求，
因此塘鵝對獨行俠、塞爾特人對
公牛均宣布延期。由於越來越多
球員確診或要隔離，有專責NBA
的記者表示比賽大有機會停賽1至

2周，並再就防疫問題進行檢討。
然而，NBA發言人巴斯昨日
卻表示，官方暫時並無停賽計
劃：「我們早已預計本季會有比
賽被推遲，但目前並沒有停賽的
計劃，我們將繼續聽從醫學專家
的建議以及健康安全規定。」
另一方面，費城76人昨日除
以94：112不敵阿特蘭大鷹隊，
還被NBA官方罰款。事緣76人
會方在上場對金塊比賽，在賽前
沒有把主力賓史蒙斯列入傷兵名
單下，卻擅自讓該名澳洲球員輪
休，此舉屬違反規則下結果被罰
2.5萬美元。

曼聯 VS 利物浦
富咸 VS 般尼

史托港或韋斯咸VS唐卡士打
錫菲聯 VS 般尼茅夫
喬利 VS 狼隊

修咸頓或梳士貝利VS阿仙奴
車路士 VS 盧頓
愛華頓 VS 錫周三
韋甘比 VS 熱刺
車頓咸 VS 曼城
賓福特 VS 李斯特城
白禮頓 VS 黑池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梁志達）英
格蘭足總盃（英足

盃）於香港時間12日凌晨完成
了第4圈抽籤，曼聯與利物浦狹
路相逢爆發「雙紅會」，熱
刺、曼城、車路士都抽得好
籤。
今屆英足盃第4圈的英超對碰

最多不過3場，其中一場是曼聯
主場硬撼利物浦，賽事將於2月
9日至11日進行，意味着下輪
英超「雙紅會」後兩軍將要於
短時間內再度對決，除了聯賽
榜首角力，還要在盃賽爭入16
強。值得一提的是，今次抽籤
嘉賓是利物浦前名將高治，他
的奇差籤運累球會要提前遇上

硬仗。至於另一場已肯定的英
超球會對壘則是富咸對般尼。
其他傳統勁旅方面，曼城作

客第4級別乙組的車頓咸、車路
士主場對第2級別英冠盧頓、熱
刺作客英冠韋甘比、衛冕冠軍
阿仙奴將要作客，對手是英超
修咸頓對第3級別甲組梳士貝利
的勝方。

曼聯利物浦英足盃狹路相逢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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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
第
四
圈
部
分
賽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東京奧運
會應否在新冠疫情陰霾下如期進行，在日
本國內有不同聲音，近日更有調查指，有
超過8成市民認為賽事應該取消或延期，甚
至傳出有計劃延至2032年才補辦。東京奧
運會和殘奧會組委會則回應，奧運會仍計
劃於2021年7月23日開幕。
日本首相菅義偉此前表示，雖然日本的
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嚴峻，但他有決心在
2021年夏天舉辦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據
日本共同社報道，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
織委員會主席森喜朗12日向職員發表新年
致辭指，雖然全球疫情持續嚴峻，但再次
表明舉辦奧運的決心。他還呼籲：「就算

是長夜，黎明也必會到來。讓我們團結起
來，努力突破這一最大難關。」秘書長武
藤敏郎也附和：「不是問奧運會將怎樣，
而是思考這種情況下怎麼做才能舉辦奧
運，這是我們的使命。」
因新冠疫情爆發，原定去年舉辦的東京

奧運被逼推遲至今年。惟日本最近疫情急
轉直下，確診病例連續創紀錄，「東京奧
運會取消」再次成為熱門搜索名詞。國內
媒體《日刊現代》則再次發文，指「東京
奧運會取消進入讀秒階段」，並透露2月會
有結果。消息指下個月東京奧組委與IOC
對東京奧運會殘奧會的籌備情況及項目進
行查審，而東奧聖火傳遞將於3月25日開

始，沿途的安保及對疫情對策的措施等都
要備案。
此外，東京奧委會很多工作人員與奧組

委的合約將於3月到期，如果東奧會舉辦的
話，這批人就要續約，否則他們要再另謀
高就。有員工認為，合約到3月份到期並不
合理，一般應在奧運及殘奧結束之後，即
是約9月到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黎永淦）世界羽聯
（BWF）2021年的首
站賽事、泰國羽毛球
超級系列賽昨日於曼
谷揭幕，然而賽事展
開之前，賽會證實印
度女單名將 Saina
Nehwal的新冠病毒檢
測呈陽性反應，她和
同房的丈夫Parupalli
Kashyap都已被要求
退賽。此外，印度羽
毛球總會也證實另一
位男單球手HS Prannoy確診
的消息。
賽會根據各球手周一提供
的檢測樣本，發現有4名球
手對新冠肺炎呈陽性反應，
包括2位印度球手、1位德國
球手及1位埃及球手。經反
覆測試後，當中3位已「由
陽轉陰」，只有印度的
Saina Nehwal未能過關，她
和丈夫去年也曾感染新冠病
毒，到12月才康復。根據賽
會與當地衞生部門協議，
Saina Nehwal會留在醫院隔
離最少10日，她和丈夫Pa-
rupalli Kashyap 都不能繼續
參賽。印度隊所有職、球員

都已被列為高風險人員，暫
時都要留在酒店自我隔離，
以後每日都要接受檢測，只
要結果呈陰性即可重返賽
場。另外，印度羽毛球總會
也證實男單球手HS Prannoy
已確診，他亦需要退賽接受
隔離。
猶幸港隊暫未受到影響，

首天登場的混雙組合張德正
／吳詠瑢，直落以21：8、
21：14擊退新西蘭組合殺入
16強。可惜張雁宜在女單首
圈遇上8號種子、加拿大的
李文珊，以17：21、22：24
俯首稱臣，慘遭「一輪
遊」。伍家朗等其他港將今
天便會陸續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楊浩然）第二次採
用4隊制進行比賽的西
班牙超級盃，將於14
日凌晨正式展開，預
料巴塞隆拿只要能持
續近期強勢，該可作
客勇挫皇家蘇斯達先
拔頭籌。（香港時間周
四4：00a.m.開賽）
西班牙超級盃過往

只為一場過比賽，由
上屆聯賽冠軍對上屆
西班牙盃冠軍。但從
上季起比賽改制，由
聯賽冠、亞軍，以及
殺入西班牙盃決賽的兩支隊伍一同角
逐；作為上屆亞軍的巴塞，將與「皇
蘇」先作主客兩回合對碰，勝者將與
皇家馬德里對畢爾包兩回合後的晉級

者於決賽碰頭。
說回比賽，巴塞近

期有完全復甦的跡
象，近8場正式比賽
得6勝2和，合共攻入
17球而有一半賽事能
保持不失，攻守演出
皆有明顯進步。陣容
方面，巴塞仍有安素
法迪、菲臘比古天
奴、碧基、沙治羅拔
圖和朗奴阿拿奧祖等
長期傷將缺陣，幸而
法國中堅基文迪朗格
勒停賽完畢可望復
出，前場美斯等亦該

可候命，是役造訪近8戰僅1勝，還
有大衛施華、阿列斯艾路斯當度、蒙
利爾、薩爾杜亞和莫亞缺陣的「皇
蘇」絕對有力先下一城。

奧組委澄清傳聞

東奧仍按計劃今年舉辦
巴塞勢成西超盃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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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正張德正//吳詠瑢吳詠瑢
（（右右））順利過關順利過關。。

路透社路透社
●NBA昨日仍有多場比賽如
期上演，其中巫師在巴特利比
爾（左）攻入 34 分下，以
128：107大勝太陽。 法新社

●●美斯美斯（（右右））帶領的巴塞於上帶領的巴塞於上
月聯賽首循環賽事曾擊敗皇月聯賽首循環賽事曾擊敗皇
蘇蘇。。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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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英超爭標形勢緊湊，香港時間周四凌晨補賽，曼城與熱刺決不會放

過主場擊敗護級對手的取分良機，誓要衝上聯賽榜更前位置。曼城受

隊中爆發疫情影響殘陣應戰，仍能豪取6連勝，白禮頓此行形勢兇險

（now621台周四2：00a.m.直播）；熱刺狀態亦告回穩，富咸近來縱失

球率大減，也未必能夠全身而退（now621台周四4：15a.m.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