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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靜待機會
▶ 曼城中場
根度簡近況不
俗。 美聯社

奧巴美揚復甦 阿仙奴拆「紐」

突維

象。 美聯社
右）有復甦跡
● 奧巴美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奧巴美揚季初續約後即陷低潮，近
來漸漸重拾射門鞋，到今場比賽終
於重現「殺手」本色，協助阿仙奴
大勝紐卡素 3：0。不過，這位加
蓬前鋒梅開二度後不久便退下火
線，原來是因為「人有三急」
才放棄了爭取帽子戲法的機
會。
上輪遭水晶宮悶和
終止了聯賽 3 連勝
的回勇勢頭，力求
盡量收窄與前四距
離的阿仙奴，19 日
凌晨英超主場迎戰紐卡素，奧巴美
揚上半場面對空門離奇射中柱，但
換邊後 6 分鐘將功補過打破缺口。
布卡約沙卡 10 分鐘後擴大優勢，
戰 至 77 分 鐘 奧 巴 美 揚 再 下 一
城。奧巴美揚季初續約後入球
率急跌，英超 11 次上陣只有 1
個「士哥」，上月開始才漸漸
重拾射門觸覺，是役終於嚐得本
賽季的首次起孖喜悅。
難得有望連中三元，奧巴美
揚卻於 79 分鐘退下火線。阿仙
奴主帥阿迪達賽後解開了謎團，奧巴美
揚是因為「腸胃問題」提出換人，相
信是急於如廁解決，「但這兩球已重
新給了他很大信心，這對球隊有很大
幫助。」
另一方面，2018 年離開効力了 10
年的阿仙奴，英格蘭中場韋舒亞今季
被韋斯咸放走後，昨日落實以自由身
重回早年曾外借加盟過的般尼茅夫。

曼城發力以一波聯賽 5 連勝從後追上，加入曼聯、
利物浦、李斯特城、熱刺和愛華頓的英超爭標戰團，
假如計上少打的一場能全取 3 分，曼城甚至可在同踢
18 輪的情況下超越曼聯升上榜首。「曼市雙雄」香
港時間明日凌晨將會分頭出擊拚積分，曼城主場迎撼
因疫情休戰了近 3 星期的阿士東維拉，「藍月亮」競技狀態明顯更
勝一籌（now621 台周四 2：00a.m.直播）；作客績優的曼聯則要
想辦法撕破近來頗為硬淨的富咸防線（now621 台周四 4：00a.m.
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城踏入去年12月發力，球員爆疫殘陣作賽反而越戰
曼越勇，日前大破水晶宮豪取各項賽事
8 連捷，一波

英超 5 連勝更成功殺上聯賽榜次席，少打一輪落後曼聯 2
分，掌握榜首主動權。奇雲迪布尼、史達寧與新星菲爾
科頓狀態大勇，阿古路也隔離期滿，領隊哥迪奧拿不愁
攻力問題。維拉方面，由於隊中多人確診新冠肺炎，訓
練中心一度關閉，相隔 18 天沒有比賽，球員競技狀態成
疑。此外，維拉月初作客曾以 1：2 不敵曼聯，上季客場
則以 0：3 慘負於曼城，屈堅斯與基亞利殊等維拉進攻利
器，此行在曼徹斯特相信也難發揮出威力。
英國時間 18 日是曼城主帥哥迪奧拿的 50 歲生辰。自
2008 年接掌巴塞隆拿一線隊以來，已贏得大大小小 30 個
冠軍，包括巴塞 2009 年成就包括西甲、歐聯在內的「六
冠王」，2014 至 2016 年在拜仁的德甲三連冠以及
曼城2018及2019年的英超兩連霸等等。今個
球季，哥帥卻別有一番體會，「這是個
很奇怪的球季，每支球隊都可以擊
敗任何球隊，每場比賽都很
艱難。」

夏登 杜蘭特 聯手獵「鹿」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楊浩然）
NBA 常規賽昨日上演
東岸大戰，結果籃網在艾
榮繼續缺陣下，仍憑夏登和杜
蘭特分別攻入 34 和 30 分，帶領球
隊主場以125：123險勝公鹿。
在夏登排除萬難加盟後，籃網的表現
備受期待，而在艾榮仍未出場下，杜蘭特和
夏登的組合已足夠讓對手聞風喪膽。根據資
料，二人在籃網首兩場比賽已合共攻入 138 分，
僅次於名宿張伯倫和拉爾瑟在1961年創下的151分
紀錄；此外，杜蘭特和夏登也是史上首對能夠同樣
在首兩場比賽中均攻入30分或以上的組合。
至於公鹿主力阿迪圖昆保是役也攻入 34 分，米
杜頓和賀列迪亦
有 25 分 和 22
分；只是另一正
選迪雲遜祖僅得
8 分，令公鹿最
後僅敗。
另一方面，
華盛頓巫師今日
對黃蜂的比賽再
次因前者隊內遭
遇新冠疫情困擾
而延期，這已是
● 夏登
夏登（
（ 左 ） 和杜蘭特令
巫師連續第 5 場
對手聞風喪膽。
對手聞風喪膽
。
美聯社
要延期的比賽。

日本政府：
疫苗接種非東奧舉辦前提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昨天表示，疫苗接種並非東
京奧運舉辦前提。至於何時決定東奧辦不辦，自民黨政務
調查會長下村博文日前說，時間點可能在3月下旬左右。
日本境內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持續延燒，已延期到今
年夏天登場的東奧能否如期舉辦，悲觀的聲音越來越多，
但日本政府至今仍強調持續朝舉辦方向進行準備。
日本時事通信社報道，加藤說，就算不以疫苗接種作為
前提，為了舉辦一場安全且安心的奧運大會，日本政府將
持續檢討包括必要的檢查、行動管理等綜合性防疫對策。
共同社報道，下村博文日前在電視節目談到何時判斷東
奧是否舉辦時說，「我認為 3 月下旬左右是一個大致時間
點」。至於疫情未來如何發展，他憂慮地說，「不僅是日
本，全球疫情也尚未停歇」。
●中央社

曼聯客場賽績冠英超
曼聯方面，剛戰榜首「雙紅會」與利物浦悶和 0：0；
密集賽程下，預計主帥蘇斯克查是役將會輪換陣容，前
鋒卡雲尼、格連活特，中場桑馬達、尼曼查馬迪，後衛
艾歷拜利和迪尼斯都有機會正選披甲。曼聯今屆 7 勝 2 和
的作客戰績暫時冠絕英超，排在倒數第三名的富咸估計
也招架無力；然而要留意的是，富咸近仗打和熱刺、小
敗給車路士，對上 6 場只失了 3 球，「紅魔」一旦收起般
奴費南迪斯，恐隨時又復入球難的困境，令蘇帥在輪換
時又多了一層顧慮。

◀ 維拉球迷均希望
基亞利殊能帶領球
隊搶分。 路透社

政府拒絕放寬體育處所限制

陳曉明：只望有球場練波

● 陳曉明希望球隊有場地練習。
陳曉明希望球隊有場地練習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本地疫情反覆，
港府也拒絕放寬體育處所限制，倚賴團體合作的運
動完全不能安排訓練，港超足球隊理文主教練陳曉
明坦言，現在是「香港職業足球戰後最差的時
刻」；香港欖球總會為減省開支，已將旗下的全職
男子 15 人代表隊項目，轉型至半全職形式，「精
英 15 人欖球計劃」甚至會待現時職球員合約在
2021年6月30日屆滿後便中止。
港超球季自 12 月開始全面停擺，暫時共有 26 場
賽事需要延期，就連球隊日常訓練，最多只可安排
兩人同時進行，而且不能使用訓練場地，陳曉明在
FB 專 頁 發 表 感 受 ， 指 現 時 是 「 戰 後 最 差 的 時
刻」。他又慨嘆，上季足總安排在將軍澳訓練中心

比賽「避疫」，因賽例及場地不合規格，球會都不
願接受，唯現時連選擇的權利也沒有。他又提出
「最卑微的要求」，就是先讓球隊有場地練波，保
持訓練等候復賽。根據足總及球會共識，一旦球場
重開，最少也要兩星期訓練才能重啟賽事。
另外陳Sir亦帶出另一問題，就是傑志、東方龍獅
及理文有機會代表香港踢亞洲賽，不能操練對成績
絕對有影響。原定 6 月完成的聯賽，也因為各項盃
賽及亞洲賽，已不可能如期完成。如果球季延長，
恐怕又會再出現球會退賽，令只有 8 隊的港超再度
萎縮，整個足球生態都受到影響。香港文匯報記者
更得悉，已有個別港超球會傳出拖欠薪金傳聞。

欖總料要削減全職球員
疫情大流行也對香港欖球運動帶來沉重打擊，去
年的「香港國際 7 人欖球賽」延至今年 11 月才補
辦，導致欖總收入大減，不能持續聘用 30 名全職
球員。欖總主席唐諾生稱：「疫情令舉辦『香港國
際七 7 欖球賽』的財政壓力持續增加，在『環球極
速欖球』停辦和『世界盃外圍賽』由 2021 年 11 月
延期至2022年8月的雙重打擊下，令原本佔九成半
的收入雪上加霜。」獲香港體育學院資助的男女子
7 人欖球項目和香港女子 15 人欖球代表隊項目則未
受影響。

伊巴起孖 A 米獨領群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意甲老牌勁旅 AC 米蘭（A
米）雖然受新冠疫情侵襲，但他
們勝在有伊巴謙莫域，這位瑞典
名將於 19 日凌晨聯賽個人梅開
二度，協助下半場有沙利麥卡斯被逐的「紅黑軍
團」作客兩球淨勝卡利亞里，賽後18戰積43分，3
分帶離國際米蘭獨佔榜首。
A 米日前證實陣中主力查漢奴古和迪奧靴南迪斯
確診，是役連同早前已染疫的列比錫一同缺陣，幸
而「伊巴」這時候挺身而出助球隊全取 3 分；根據
資料，這是「伊巴」在 2021 年首個入球，由 1999
年至今，這位瑞典中鋒已連續 23 年取得入球；此
外，伊巴梅開二度後令他以 12 個入球，進佔今屆
意甲射手榜次席位置，與拉素的恩莫比尼和國際米
蘭的盧卡古並駕齊驅，更厲害的是，伊巴今季由於
曾長期養傷故上陣不多，僅花了 590 分鐘便創出此
佳績，相反恩莫比尼和盧卡古足花了 1,284 分鐘和
1,244分鐘才射入12球，足證「伊巴」厲害。

長話

短說

鄧俊文／謝影雪
泰國賽過首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泰國公
開賽昨日展開第二站賽事，香港混雙拍檔
鄧俊文／謝影雪未受上一站退賽影響，只
花 26 分鐘便直落兩局 21：13、21：6 輕取
泰國組合晉級 16 強，李卓耀在男單則以
2：1 力克荷蘭的 Mark Caljouw，下一圈
巧遇 2019 年香港公開賽決賽手下敗將金
廷。伍家朗及張德正／吳詠瑢則於今日登
場。

區天駿杜拜耐力賽
奪組別第 6 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2021 杜
拜 24 小時耐力賽香港唯一參賽代表區天
駿，在經過多重挫折的 24 小時長途賽事
後，最終順利完成比賽並取得全場第 11
名，在 GT3-AM 組別則取得第 6 名成績。
他與另外 3 名隊友 Steffen Gorig，Daniel
Lloyd 及 Ian Loggie 駕駛 93 號的 Herberth
Motorsport 保時捷 911 GT3 R 戰車，在晚
間比賽時段曾被其他慢車碰撞，戰車在距
離比賽完結最後 5 小時亦曾出現機件問
題，最終無緣頒獎台。

碧咸邀請菲臘尼維利
教邁亞密
● 「伊巴
伊巴」（
」（右
右）帶領
帶領AC
AC米蘭獲勝
米蘭獲勝。
。 法新社
伊巴謙莫域賽後接受訪問時就表示：「我本有機
會連中三元，但兩個入球已足夠贏得比賽了；此外
亦要稱讚隊內的年輕球員，他們一直向我挑戰，激
勵着我，讓我保持戰意一直和他們奔跑下去。」
為了保住聯賽優勢，AC米蘭高層亦積極招兵，球
隊已落實簽入自由身的克羅地亞中鋒文迪蘇傑，另外
車路士年輕中堅湯姆利亦接近以借用身份加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由碧咸所
擁有的美國職業聯賽球隊國際邁亞密，日
前落實邀請曼聯舊隊友菲臘尼維利出任球
隊主帥。現年43歲的「菲臘佬」和碧咸識
於微時，同為曼聯青訓產品「七小福」之
一。在加盟邁亞密前，「菲臘佬」為英格
蘭女足主帥。碧咸在談到和好友合作時表
示：「菲臘很有經驗，我們亦擁有共同的
足球 DNA，我一直想把這些價值觀帶到
球會，我很期待他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