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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賽冠軍盃（歐聯）於本周中繼續上演 16 強首回合比賽，其中 24 日凌晨焦點戰為
馬德里體育會對車路士。由於疫情關係，今場賽事需移師至羅馬尼亞的中立場舉行，但
對兩位身經百戰的主帥施蒙尼和杜曹而言，場地因素的影響該不太大，而衡量到施蒙尼
淘汰賽例剋英格蘭球隊，首戰值得看高一線。（有線 616、656 台，now643 台及無綫
myTV Super303 台周三 4：0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施蒙尼專剋英格蘭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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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蒙尼對英格蘭球隊的領
軍往績有優勢。
軍往績有優勢
。
路透社

雖然近期接連於西甲失分，令聯賽優勢大減，但馬體
會今屆的表現仍是值得尊重。執教馬體會近 10 年的

施蒙尼，過往曾被批評戰術欠新意，只懂使用「442」
一 種 陣 式 ； 但 到 今 季 ， 施 蒙 尼 竟 放 棄 自 己 的「 愛
陣」，並改用 3 後衛的「352」或「343」陣式，結果
一變革便讓球隊在西甲大幅領放。
冠盃後他們也不會接連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同日
施蒙尼今季有如此改變，雖然主要原因在於湯
和比勒費爾德及不敵法蘭克
另一場歐聯 16 強比賽，由拉素主場對
馬士柏迪等離隊他投後，球隊陣內欠缺一位強力
福。禍不單行的是，拜仁目
衛冕的拜仁慕尼黑，預料拉素有望借主
的防守中場，故只能把防守重心轉移到荷西基
前仍有班捷文柏華特和湯馬士
場之利先取得甜頭。（有線 601、661
文尼斯、史提芬沙域和馬里奧靴莫素等組成
梅拿因確診新冠肺炎缺陣，杜格
台及now644台周三4：00a.m.直播）
的 3 中堅防守線上，但同時亦顯示這位阿根
拉斯哥斯達、哥倫天杜利素和基
拉素目前於意甲排第 5 位，球隊能有
廷名帥絕對懂得因材施教，以及如何發揮
拿比則仍未可傷癒復出，拜仁此次
如此成績有賴於主場戰績；數據上拉素
球隊的最大威力。
出訪意大利牌面上非常不利。
於主場已累積 7 連勝，對手包括羅馬和
馬體會是役另一值得看好的原因，是施
拿玻里，而早前面對祖雲達斯
蒙尼過往似乎專剋英格蘭球隊。根據數
和國際米蘭也能搶得 1 分，足
據，施蒙尼曾四次帶領馬體會於歐洲
證主場威力不俗。陣容上，雷
級別的淘汰賽對戰英格蘭球隊，結果
斯菲臘比和史堤芬拉度等長期
四次皆能晉級而回。在 2013-14 年
傷兵仍未可復出，但法蘭斯高
賽季歐聯準決賽，馬體會便以3：
阿沙比等早前證明有力取代他
1 淘 汰 車 路 士 ； 2016-17 年 賽
們在防守上的位置，加上前場
季，馬體會在歐聯淘汰賽亦
恩莫比尼和路爾斯阿拔圖等皆
2：1淘汰李斯特城；2017-18
在陣，拉素攻守上皆有保證。
年賽季，馬體會在歐霸準決
雖然早前贏出世冠盃榮膺六
賽 2： 1 淘 汰 阿 仙 奴 ；
冠王，但拜仁今季演出欠缺上
2019-20年賽季，馬體會
拉素於主場往往有更好發揮。
。 美聯社
季霸氣仍是不爭事實，否則世 ●拉素於主場往往有更好發揮
則在歐聯淘汰賽 4：2

拉素主場績佳可掃
「黑」

想 稱 雄 意 甲

國米還需做好三件事
國際米蘭在周日的意甲「米蘭打吡」
中 3：0 擊敗 AC 米蘭，甩開對手 4 分暫
列榜首，時隔 10 個賽季重新奪得意甲
冠軍的希望大增。不過聯賽還有 15 輪
才結束，「藍黑軍團」要想最終拿到第
19個意甲冠軍，還需要做好三件事。
在「米蘭打吡」中，一向被詬病的國
米左路被激活，主帥干地終找到了艾歷
臣和比列錫的「使用說明書」。艾歷臣
不僅在前場多次製造威脅，而且還能積
極參與防守，而比列錫也奉獻了一次精
彩助攻。不過狀態起伏較大，是國米爭
冠路上尚待突破的一個瓶頸問題。本季
頭兩輪聯賽全勝後，國米在 10 月的接
下來 5 場各項賽事中僅勝 1 場；第 15 輪
聯賽國米大勝克羅托內，第 16 輪又不
敵森多利亞。如何維持化學反應、防止
球隊狀態產生過大起伏，是干地需要解
決的問題。

●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大有機會稱霸意甲
大有機會稱霸意甲。
。

干地的三中堅陣型是國米本季衝擊聯
賽的有力倚仗。不過在關鍵戰中缺乏戰
術變化，也讓球隊在歐聯分組賽遭淘
汰，且未能晉級意大利盃決賽。「一招
鮮」能否在意甲「吃遍天」？目前看難
度不少。21日的「米蘭打吡」中，國米
的入球幾乎都與反擊密切相關。一旦明
顯弱於自己的對手立足防守反擊，那麼
國米就很難摧城拔寨。

找到贏波方程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近況勢如破竹的曼城，
在22日凌晨的英超比賽又作
客憑史達寧早段入球，以 1
球淨勝阿仙奴，以他們近期
表現加上聯賽優勢達 10 分
下，看來英超獎盃已成囊中物。
在擊敗阿仙奴後，曼城於所有比賽已
累積 18 連勝；觀乎今場勝仗，也是甚
有曼城近期風格。眾所周知領隊哥迪奧
拿是進攻大師，但現在這支曼城在取得
領先後雖仍會努力進攻，但卻會在防守
上多花點功夫，務求於做好防守後才再
尋找奠定勝局的機會，早前 1 球淨勝白

法新社
國際米蘭已經連續 10 個賽季未能奪
得意甲冠軍，想要圓滿走完奪冠旅程，
越到最後就勢必越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心
理重壓。有過此前 2017-2018 賽季中段
各項賽事 9 場比賽難求一勝的前車之
鑒，也經歷了上季歐霸決賽在束手束腳
狀態下負於西維爾功虧一簣，以怎樣的
心理狀態來面對後面的比賽，成為國米
能否捧盃的關鍵所在。
●新華社

曼城稱霸英超在望

禮頓和錫菲聯等比賽，便是哥帥新足球
理念下的成果，因此只要一對中堅魯賓
戴亞斯和史東斯能保持健康，曼城也可
憑穩健的防守和銳利的進攻爭取一場又
一場勝仗。
哥迪奧拿賽後接受訪問時，就指自己
也對球隊取得的佳績感驚訝：「我對成
績有些驚訝，也很感動。在幾乎所有聯
賽球隊都不停丟分時，我們過去兩個月
卻保持了非常穩定的狀態，這是我沒有
料到的。事實上在談論紀錄和勝利時，
你必須贏很多像今仗或之前對錫菲聯等
小勝的比賽，而不是場場都期待贏對手
3、4球，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拉舒福特追平碧咸紀錄
另一方面，曼聯在同日比賽主場 3：1
輕取紐卡素，賽後維持落後曼城10分，
而先開紀錄的拉舒福特在曼聯生涯入球
數已達85球，追平碧咸的入球紀錄。

●史達寧
史達寧（
（左）替曼城
一箭定江山。
一箭定江山
。 美聯社

淘汰利物浦，足證確實無懼英格蘭球會。

杜曹公開批評球員惹隱憂
車路士在換上德國籍教頭杜曹領軍後，
至今仍未嚐敗績，在 7 場比賽中取得 5 勝 2
和。不過在上周末賽和修咸頓的比賽，杜曹卻做了
很多現代領隊不敢做的事；杜帥該役半場以赫臣奧
杜爾入替了中鋒譚美阿巴謙，但在76分鐘時卻再
把奧杜爾換出。在賽後，杜曹竟公開批評了阿
巴謙和奧杜爾的表現，先是指前者沒有作用，
又怒批奧杜爾心態差勁。要知道在現代足球
壇，球員大多數已不像過往般能接受領隊
的公開指責，更多的是球員被批評得多
後，開始「突然」集體失準，最終令領
隊因成績欠佳而被炒，杜曹這次公開
批評兩位青訓產品的做法，對他在車
路士的生涯似乎不會有太大好處。
再者，車路士在杜曹入主後，
踢法上往往也是全體前壓務求令
對手出現失誤，但這類打法面
對一向以穩守突擊為主的馬
體會而言用處卻未必太大，
相反更可能因後防露出太
多空位而輸反擊，故衡
●杜曹領軍前壓對擅守的施
量後馬體會值得看高一
蒙尼未必有作用。
蒙尼未必有作用
。 法新社
線。

美斯創兩紀錄難阻巴塞失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浩然）巴塞隆拿
球星美斯於周日西甲
雖然刷新兩項紀錄，
但卻未能阻止球隊
「臨尾香」被卡迪斯
逼和，聯賽爭冠形勢
再度變得甚為不利。
由於馬體會早前接
連失分，皇馬和巴塞
皆燃起爭標希望，可
惜主場的巴塞雖憑美
斯射入 12 碼開紀錄，
但到尾段卻因基文迪朗格勒犯規輸 12 碼最
終被追平，賽後落後馬體會至8分。
巴塞建功者美斯是役賽後本可開心慶
祝，事緣今仗是他第 506 次替巴塞上陣，
成功超越沙維的 505 場成為巴塞史上西甲

出場次數最多的球
員；此外，美斯今次
也是首次在卡迪斯身
上取得入球。根據資
料，美斯過往曾碰過
40 支西甲球隊，他已
攻破了其中 38 支球隊
的大門，屬於西甲最
●美斯
美斯（
（左三
左三）
） 佳紀錄；但由於美斯
創下兩紀錄卻未 在西甲未攻破過的兩
能助巴塞贏波。
能助巴塞贏波
。 支球隊梅利西亞和赫
美聯社 雷斯，目前只在西乙
和西丙徘徊，美斯相
信難以在他們身上「補中」。
另一方面，法甲班霸聖日耳門周日主場
兩球淨負摩納哥，只能續排第 3 位，球隊
亦自 2011/12 年球季後，首度於聯賽兩循
環比賽皆被同一球隊擊敗。

細哨母親不敵新冠病毒離世

長話
短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巴西名宿「細哨」朗拿甸奴的母親，據報因不敵新
冠病毒於日前離世，享年 71 歲。「細哨」於去年 12 月曾宣布母親確診，並要進入深
切治療部作治療，可惜在和病毒對抗兩個月後，最終仍不幸離世。另一方面，曾効力
曼聯和曼城的阿根廷射手泰維斯，其養父近日亦因新冠引起的併發症離世，據報泰維
斯養父在去年確診，經過治療後一度康復，可惜最終出現新冠帶來的併發症。

「老虎」
活士背部恢復良好

池江璃花子奪下復出首冠

美國高爾夫球星「老虎」活士 21 日在接
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的背部經過
手術之後恢復情況理想，不過何時能參加
比賽還無法確定。現年 45 歲的活士去年 12
月接受了背部手術，這也是他第五次背部
手術。當被問及是否有可能參加 4 月的奧
古斯塔高爾夫球大師賽時，活士坦言自己
也不知道。「我當然希望自己能參加，但
是現在我沒有任何參賽計劃。現在的計劃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據醫生的指導慢慢
恢復。」
●新華社

戰勝白血病的日本游泳名將池江璃花
子，於當地時間 21 日在東京都公開賽 50 米
蝶泳比賽中奪得復出後的首冠。她還表
示，已經決定計劃參加 4 月進行的日本錦
標賽暨東京奧運資格選拔賽。根據報道，
池江璃花子今次比賽中游出 25 秒 77 的好成
績，相當於 2019 年世錦賽的第 8 名。雖然
外界對池江參加東京奧運會的期待在升
溫，但她僅表示：「就像我之前所說的那
樣，目標一直是 2024 年的巴黎奧運會，我
將為此努力。」
●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