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昨日歐洲聯賽冠軍盃兩場16強首
回合比賽，三位球員賽後成了球迷
熱話，其中蘇亞雷斯收起「獠
牙」，以為他不再咬人，豈料這位
烏拉圭射手只是改變了報復方式，
以手代牙。他代表的馬德里體育會

是役被基奧特一記倒掛金鈎射垮，
車路士在杜曹接掌兵符後8場比賽
拿下了6勝。至於拜仁慕尼黑的波
蘭神鋒利雲度夫斯基，則成為歐聯
歷史第三大射手。
基奧特在杜曹接手後8場比賽4

獲正選，他亦不負新帥所託，於
68分鐘以精彩倒掛
一箭定江山，是這
位聯賽表現失色的
34歲法國鋒線老兵
今屆5場歐聯的第6
球。1：0拿下上任
後第6勝，杜曹點名
稱讚基奧特：「訓
練中，他表現恍如
20歲至24歲的年輕
人，總是充滿能
量，是球隊重要一

部分，無論正選或後備都全力以
赴。」
這場原本在西班牙上演的比

賽，因該國防疫政策而需移師羅
馬尼亞上演，近仗西甲頻失分令
榜首優勢大減，馬體會是役再失
主場之利，更陷「0射正」的挨
打狀態。曾三次咬人報復對手的
馬體會射手蘇亞雷斯也惱羞成
怒，雖然不再咬人，卻被拍到偷
偷出手「搣」魯迪格右腳。

「利雲」榮登歐聯歷史第三射手
同日拜仁慕尼黑作客大破拉素

4：1，先拔頭籌的利雲度夫斯基
以72球超越魯爾，升上歐聯歷史
入球榜第3位，還有134球的基
斯坦奴朗拿度及119球的美斯兩
大球王在身前。

●●布卡約沙卡布卡約沙卡((右二右二))首回合射破賓菲加大門首回合射破賓菲加大門。。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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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巨星老虎活士遇到嚴重車禍，雖然幸

保性命，惟腳部呈現粉碎性骨折，令到這位兩月前

才接受過第五次背傷手術的美國名將，職業生涯蒙上

陰影。綜合外電報道，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昨日早上7

時許，活士駕車時發生意外，座駕撞到防撞欄和多次

翻側，車頭損毀嚴重。當地警方稱，沒有發現活士有

酒駕或藥駕的證據；而TMZ則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車禍發生前十多分鐘，有人曾目睹活士現身於附近的

酒店，當時他的情緒似乎頗不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活士發生車禍的多個小時後，他的
團隊通過社交媒體發表聲明，證

實活士已經恢復意識，同時感謝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洛杉磯縣
治安部門和消防部門的支持和幫助，
「此外我們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可透
露，我們再次感謝大家的祝福，也感
謝你們對他和他家人私隱的保護。」
活士被送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

療中心接受手術，負責的醫療團隊首
席醫師指，活士的右腳脛骨和腓骨均
呈現粉碎性骨折，需植入鋼板保持穩
定，腳部和腳踝則要用針和螺絲進行
固定，「至於腿部肌肉和軟組織的創
傷，則需通過手術來緩解腫脹造成的
壓力。」

第五次背部手術 仍在養傷
經歷負面新聞和傷病困擾，活士在

2019年走出低迷，重奪失落14年的美
國大師賽冠軍；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活士去年僅參與了10場比賽，到
去年12月又接受了職業生涯的第五次
背部手術。本周初，他受訪時曾表示
手術後康復情況良好，惟復出無期，
而此次遭遇車禍再次動刀，更令人擔
心這位已經45歲的傳奇球手，能否再
次克服難關重新站於高球場上。
根據洛杉磯警方公布的細節，當地

時間23日上午約7時12分，活士駕
車在大道上行駛時發生意外，撞到馬
路中間的防撞欄並在地面多次翻滾，

最終側面朝上擱在路邊。救援人員到
場，使用斧頭等工具打開汽車的擋風
玻璃將活士救出，立即將其送往醫院
救治；獲救時活士意識清醒，能與人
溝通，但無法自行站立；整個事故只
有他一人涉事。警方表示經初步調
查，並無發現他有酒駕或服用任何藥
物等痕跡。

沒酒駕藥駕跡象 無煞車痕
報道稱，事發路段是有坡度的路

面，活士駕車沿對開車道往下衝，意
外後車身翻側；從現場拍到的畫面顯
示，車頭損毀十分嚴重，據悉現場並
無煞車痕跡。洛杉磯縣警維拉紐瓦解
釋，事發地點是事故較多的路段，當

時活士的車輛下坡行駛速度「比正常
情況快很多」，但沒透露具體速度。
最早到達現場的警員卡洛斯岡薩雷斯
則稱，當時車中的安全氣囊已打開，
活士有扣上安全帶，這或救了他一
命。

外媒：被目睹事發前疑情緒不穩
而據TMZ報道，在車禍前十多分

鐘，有電視拍攝團隊的製作人員目
睹，活士曾在附近一家酒店出現，他
在準備駕車離開酒店時汽車被運送行
李的車子一度擋住，「活士看起來情
緒激動而不耐煩，」而他駛離酒店時
車速很快，還差點撞到該製作人員的
座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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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士車禍消息一出，多位體壇和政界名人都
對活士表達了關切和祝福。
唯一一位比活士拿過更多大滿貫冠軍、大滿

貫18冠高球傳奇尼告斯（Jack Nicklaus）大表
震驚，在Twitter稱，妻子「芭芭拉和我剛
聽說老虎活士出了意外，我們和其他人
一樣十分擔心」，「在這艱難時刻，
我們衷心支持他，並為他祈禱，
請大家集氣祝福活士，祝他手
術成功，康復之路也能一
切順利。」

美國職籃NBA傳奇球星魔術手莊遜則在Twitter寫
道：「大家一起為老虎活士祈禱吧！他剛發生嚴重車
禍。讓我們祈禱他早日康復。」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亦
通過Twitter為活士集氣，「今晚向老虎活士和他的
家人送上我的祝禱，祝這位高球史上最偉大的球
手早日康復。根據我們過去多年的經驗，就是
永遠不要小看老虎。」

美國職棒大聯盟 MLB 退役球星
「A-Rod」阿歷士洛迪古斯，與美
國前奧運滑雪明星、過去跟活士
交 往 過 的 禾 恩 （Lindsey
Vonn），也在Twitter 向
活士送上祝福。

●中央社

體壇政界名人紛紛送祝福

●●車頭損毀嚴重車頭損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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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士的汽
車翻側擱在
路邊。

美聯社

今年45歲的老虎活士，1996年轉
為職業球手，當年獲選為美國巡迴
賽年度最佳新人，生涯至今拿過82
座美巡賽冠軍和15 座大滿貫賽冠
軍，且曾高踞「球王」寶座長達
683周，目前世界排名50。他熬過4
次背部手術後東山再起，並以2019
年的大師賽奪冠宣告大復活。他最
近一場勝利是2019年在日本ZOZO

錦標賽，那讓他以82冠與美國已故
傳奇史尼德（Sam Snead）並列，
榮登美巡賽最多冠得主。
不過，活士場外不檢點的私生

活，卻令他好好先生的形象一鋪清
袋。事實上，這已是活士第3次遭
遇車禍，2009年他的座駕撞到一棵
樹和消防栓，隨後他對婚姻不忠的
消息逐漸浮出水面。他先後被揭發

曾跟至少11名女子有染，後來他
因為性上癮等問題而求醫，並宣布
退出球壇。他於翌年復出，2013年
再度登上世界第一至同年5月17
日，但此後其世界排名不斷下滑。
經背傷困擾和2017年因藥後駕駛
被警方逮捕，活士同年12月再度
復出，2018年8月重上世界排名第
26位。 ●綜合外電

傷患藥駕性醜聞 老虎打不死

●●活士與埃琳活士與埃琳，，20102010年結年結
束兩人的束兩人的66年婚姻年婚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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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歐霸盃32強明
日凌晨將會上演次回合較
量，出線形勢還未明朗的
名牌球隊有阿仙奴、李斯
特城與AC米蘭。

阿仙奴首回合憑近況出色的小將布
卡約沙卡建功逼和賓菲加1：1，經歷
0：1新敗給曼城英超爭四機會已近絕
望下，是役再戰賓菲加，領隊阿迪達
更必不敢收起太多主力。今場阿仙奴
的主場比賽，因防疫關係改到希臘舉
行，面對近5輪葡超聯賽4度失分退
守第4位的賓菲加，「兵工廠」戰將
們更要好好把握機會。（有線616及
656 台、now643 台、無綫 myTV
Super303 台 周 五 1： 55a.m. 直
播）。
李斯特城與痛失意甲榜首的AC米

蘭，首回合分別賽和布拉格斯拉維亞
及貝爾格萊德紅星，今周次回合皆有
主場之利。至於曼聯首回合有4：0
優勢在手，相信此役可輕鬆淘汰皇家
蘇斯達。

兵
工
廠
歐
霸
「
加
」把
勁

報復新意思
蘇亞雷斯以手代牙

●●基奧特精彩倒掛基奧特精彩倒掛。。 路透社路透社 ●●利雲度夫斯基利雲度夫斯基((右二右二))慶祝入球慶祝入球。。 美聯社美聯社

●●尼告斯尼告斯((右右))是唯是唯
一一位大滿貫冠軍一一位大滿貫冠軍
比活士多的高球傳比活士多的高球傳
奇人物奇人物。。 法新社法新社

相隔一年 紐約人主場再現球迷
美國的新冠疫情於去年初爆發後，直到昨天美國職籃NBA
比賽，紐約人主場麥迪遜花園廣場終於重新開放球迷進場觀
賽，這是近一年來首次。此戰紐約人有約2,000名球迷到場助
威，但最終卻以106：114不敵金州勇士。

美洲盃外邀隊 卡塔爾澳洲齊退賽
亞洲國家盃衛冕冠軍卡塔爾與澳洲兩支國家隊，原本

獲邀出戰今年6、7月在阿根廷和哥倫比亞舉行的美洲
國家盃足球賽，但因持續逾年的新冠疫情導致賽程擁
擠，昨天齊宣布無奈退出今次比賽。

●●蘇亞雷斯出蘇亞雷斯出
手偷襲魯迪格手偷襲魯迪格
的右膝的右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人球迷紐約人球迷
都十分興奮都十分興奮。。

美聯社美聯社

●●活士的職業生涯蒙上陰影活士的職業生涯蒙上陰影。。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