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綜合ESPN FC、香港
賽馬會足智彩報道：西甲明晨舉行巴塞隆
拿主場對皇家馬德里的 「國家打吡」 ，雙
方每次碰頭都肯定鬥得精彩刺激，目前巴

塞在西甲領放，只要今仗擊敗皇馬，稱霸
西甲的可能性大增。巴塞狀態回升，防守
亦有改善，預計可乘皇馬分心歐洲賽事搶
分，讓球巴塞讓平／半，下注上盤勝算較
高。（NOW632及611台明天凌晨4時直
播）

巴塞隆拿近年在歐洲賽表現較差，不
過今季在西甲表現卻不錯，25戰後錄得21
勝2和2負排榜首，已領先皇馬多達9分，
假如今仗能擊敗皇馬，積分便可拋離至雙
位數。迎戰宿敵兼提升奪冠機會，巴塞豈
有放過之理，相信他們將可挾3連勝之勢
向皇馬搶分。巴塞近年對皇馬表現亦不
錯，近5戰交手巴塞錄得4勝1負的佳績，
今仗可乘對手分身乏術爭取再捷。

皇家馬德里論人腳應該比巴塞優勝，

在多個賽事均有不錯表現，特別是歐聯剛
打入8強，但都會令他們分心及消耗體
力，在西甲難以逆轉奪標下，可能更專注
於爭奪歐聯，即使迎戰巴塞也未必特別有
鬥心，要搶分並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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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沙克入兩球 紐卡素反勝森林

國家打吡捧巴塞上盤

巴塞隆拿主場對皇家馬德里的西班
牙 「西甲國家打吡」 即將開打，雙方兩

大老牌前鋒羅拔利雲度夫斯基與賓施馬，為愛隊不惜一
切。羅拔去年夏天情有獨鍾，執意離開如日中天的拜仁
慕尼黑加盟巴塞，誓要以一己之力改變巴塞，讓巴塞再
次成為世界最強球隊；賓施馬同樣心繫皇馬，長年在法
國隊失寵，球會成為他的所有，即使手指骨折，為免球
隊急需他時卻無法上場，他等到手指扭曲也不願做手
術，這兩名 「老黃忠」 將續為球會榮譽而戰。

羅拔誓助巴塞
決心帶領球隊走出困境

大公報記者 梁潤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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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與皇馬向來是足球界的殿
堂，已不知有多少世界足球先生來自
這兩支球隊，能在陣中成為 「9號」
射手都是世界級球星，現年34歲的波
蘭射手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去年夏天
離開效力長達8年的德甲勁旅拜仁慕
尼黑，轉投阿根廷球星美斯離開的巴
塞。羅拔在拜仁贏得德甲8連霸，亦
曾高舉歐聯冠軍，很多人都以為他會
長留拜仁至退役，均對他一意孤行加
盟巴塞感到驚訝，擔心他年老登陸西
甲會 「水土不服」 。

巴塞最近亦黑氣纏身，不僅涉嫌
收買球證被起訴，西甲亦撤銷中場小
將加維一隊註冊資格，鋒芒都被皇馬
蓋過。不過羅拔一直努力為巴塞爭
勝，球季踢了過半後，他已在西甲上
陣21場射入15球，雖然巴塞提前結
束歐戰之旅，舊東家拜仁球迷取笑他
選擇錯誤，但他近來時常在公開場合

接受訪問，表露對巴塞 「心跡」 ，談
到加盟巴塞是因為明白這支西甲班霸
歷史悠久，他希望與巴塞一同接受挑
戰。羅拔更忠言直諫巴塞的踢法要與
時並進，更實質為球隊作出建議，他
認為巴塞充滿潛力，只要改善目前的
防守，加上不要只專注於曾經為巴塞
帶來勝利的 「Tiki-taka」 踢法，定
可令球隊更有競爭力及侵略性。

賓施馬對利物浦足踝受傷
35歲法國射手賓施馬則全力支

持皇馬，他於2009年起為皇馬效力
至今，自2015年在法國失去位置
後，便全力為皇馬爭取獎盃，為此他
甚至不願做手術，令手指變形，只因
他想一直上陣踢球。賓施馬早前在歐
聯鬥利物浦弄傷足踝，若傷勢不太嚴
重，相信也難阻他為皇馬出戰 「國家
打吡」 的決心。

曼聯近況佳 勢挫富咸晉級阿仙奴新敗難讓水晶宮

重拾輝煌

西甲熱話

▲羅拔（左三）冀領巴塞回復昔日地上最強的球
隊。 資料圖片

▲巴塞最近負面新聞不絕，其中主角之一
的加維（右）仍專心備戰。 網絡圖片

▲賓施馬（右二）在歐聯對利物浦時受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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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拔利雲度夫斯基

【大公報訊】綜
合ESPN FC、香港足
智彩報道：阿仙奴今
晚10時主場出戰對水
晶宮的英超賽事，這
支榜首剛於歐霸盃鬥
到互射12碼才出局，
或多或少影響士氣，
亦損耗不少體力；水
晶宮最近成績雖輸多
贏少，但很多時都表
現出頑強防守，讓球
阿仙奴讓球半／兩球
太多，投注下盤更有
利可圖。（NOW621台
今晚10時直播）

阿仙奴今季表現
強勁，目前仍以21勝3
和3負的成績排名英超
榜首，球隊及球員都
很希望贏得英超冠
軍，不過賽事來到近季尾，球員爭冠亦面對不少壓力，剛剛在多
戰線出擊下，歐霸盃16強鬥到互射12碼不敵士砵亭出局，球員體
力消耗大之餘，亦影響士氣，今仗鬥水晶宮未必能及時調整，特
別是射失12碼的加比爾馬天尼利，或較難重拾信心爭取入球，今
仗取勝不易。

水晶宮料找鶴臣回巢執教
水晶宮今季表現雖然不算出色，最近更因12場比賽不勝而辭

退主帥韋拉，據報由曾執教過球隊的鶴臣取代，但其實不少人都
同情韋拉，因為在這波不勝戰績中除以0：4大敗給熱刺外，其餘
敗仗均只輸1球，包括硬撼曼城、曼聯及車路士，鬥利物浦更取
得和局，今仗面對阿仙奴未必會大敗，其實很大可能開下盤。

【大公報訊】據每日郵報報道：英超
諾定咸森林主場對紐卡素周六舉行，森林
上半場由伊曼紐丹尼斯先開紀錄，紐卡素
努力收復失地，終由瑞典射手阿歷山大伊
沙克上、下半場各入1球，以2：1反勝森林
全取3分。

賽前近5場錄得2和3負的不勝劣績的諾
定咸森林意外先開紀錄，開賽26分鐘，紐
卡素中堅保治文回傳給龍門尼克普比時失
誤，被伊曼紐丹尼斯截得球後乖巧笠入，
助森林領先1：0。紐卡素踢至補時兩分鐘
已追成平手，祖爾韋洛克傳中，阿歷山大

伊沙克射成1：1完半場。
換邊後，紐卡素一度由艾利洛安達臣

頂球入網，不過因隊友越位在先被判入球
無效，紐卡素踢至補時3分鐘終絕殺對手，
當時森林球員手球輸12碼，阿歷山大伊沙
克操刀破網成2：1完場。身價7000萬英鎊
的阿歷山大伊沙克成贏波功臣，在英超上
陣10次已入6球，他賽後表示，己隊球員均
相信自己的實力，認為取勝是因大家能創
造入球機會。紐卡素領隊賀維認為伊沙克
的入球能力，將有望帶領球隊出戰歐聯賽
事。

▲紐卡素憑射手伊沙克（左）梅開二度反勝
森林。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ESPN FC、香港賽
馬會足智彩報道： 「紅魔鬼」 曼聯明天凌晨
零時30分在足總盃8強主場對富咸，前者今

仗雖有中場核心卡斯米路停賽，但中場仍有
麥湯米尼與沙巴薩等人在陣，在腳風甚順的
拉舒福特帶領下，取勝不難；富咸剛於聯賽
連輸兩場，料影響在盃賽爭勝的信心，難望
在曼聯主場爆冷，讓球曼聯讓一球／球半不
成問題，買上盤好路。（無綫myTV Super
App明晨零時30分直播）

曼聯今季表現由弱轉強，目前甚至可以
說是處於球隊今季的巔峰，在足總盃表現亦
出色，目前踢了3場賽事全是主場出擊，更
均以3：1淘汰對手，包括同是英超的愛華
頓及韋斯咸，今仗面對富咸亦不成問題，
中場有麥湯米尼等人代替卡斯米路，前線
拉舒福特亦入球頻頻，有足夠陣容及火力

打敗對手。
富咸今季表現尚算不俗，不過最近表現

明顯轉弱，先後以2：3及0：3輸給歐洲賽資
格競爭對手賓福特與榜首阿仙奴，轉戰盃賽
遇上近況大勇的曼聯明顯 「無運行」 。主力
箭頭阿歷山大米祖域近期陷入球荒，料難幫
助球隊爆冷。

▲兩隊在西盃碰頭，皇馬因米列達奧
（左）的 「烏龍波」 出局。 資料圖片

巴塞近5場對皇馬賽果
賽事

2023年3月3日

西盃4強首回合
2023年1月16日

西超盃
2022年10月16日

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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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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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

賽果

客勝皇馬1：0

中勝皇馬3：1

客負皇馬1：3

中勝皇馬1：0

客勝皇馬4：0
◀巴塞隆拿前鋒
羅拔利雲度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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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於歐霸盃挫貝迪斯晉級，圖為拉舒福
特（左）取得入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