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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反搶欠積極 PSG 團隊協防不力遭曼城復仇
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MNM 鋒線
差強人意
兩支「石油豪門」的歐洲聯賽冠軍盃次循環大戰，結果
雖然雙雙提前一輪晉級皆大歡喜，不過巴黎聖日耳門
（PSG） 輸 1： 2 遭 曼 城 復 仇 ， 卻 再 次 掩 不 住
「MNM」夢幻鋒線威力的差強人意，有球評人更
不諱言三箭齊發甚至拖累了 PSG 的防守節

● ( 左 起) 美
斯、麥巴比與尼馬
的進攻組合，還未能
發揮出外界預期的
威力。 路透社

奏，這亦關係到主帥是否敢於不讓三
位巨星同時上陣的難題。
●香港文匯報

●普捷天奴
普捷天奴((正面者
正面者))賽後與哥
迪奧拿擁抱展現風度。
迪奧拿擁抱展現風度
。 美聯社

記者梁志達
PSG 高 1 分位居歐聯 A
賽前曼城比
組榜首，頭 4 輪唯一敗仗正是作

客 0：2 輸給 PSG。25 日凌晨次循環回師主場，
曼城結果在下半場失守後連追兩球。今夏美斯加盟
PSG，與昔日巴塞隆拿隊友尼馬以及新生代「球王」基利安
麥巴比這個夢幻三叉戟備受期待，可惜三人並肩作戰卻產生不出
外界預期的火花。

漏盯麥巴比，讓這位法國
球星成功接應美斯的左路橫傳射
入反客為主一球。曼城之後積極組織
攻勢，史達寧先在 63 分鐘接應加比爾捷西
斯助攻射入個人近 3 仗的第 3 球，13 分鐘後狀態
大勇的貝拿度施華接應隊友傳送「窩利」橫傳門前，
造就加比爾捷西斯後備建功。

三箭齊發勝率低 名宿嘆普帥難做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梁志達）
● 曼城漂亮一勝
曼城漂亮一勝，
， 貝拿度施華
貝拿度施華(( 左)、 加比爾捷西斯
25 日凌晨歐聯再
(右)以至後防的祖奧簡斯路都有出色表現
以至後防的祖奧簡斯路都有出色表現。
。 法新社
多5支球隊出線，
在分組賽餘下一輪下 16 強已定 11 席。不過，
多蒙特卻提前出局，隊中挪威新星艾寧夏蘭
特養傷期間卻連番嚐到出局之苦。
歐聯小組同分會先計對賽成績，25 日
凌晨 C 組多蒙特作客輸給次席的士砵亭
1：3 後確定無緣前兩名，夏蘭特在養傷
的個多月中繼挪威隊在世界盃外圍賽最後
一輪出局，歐聯亦鐵定只得第 3 名要跌落
歐霸盃。
●艾寧夏蘭特
歐聯頭 4 輪後有利物浦、拜仁慕尼黑、祖雲

●阿拉巴(左)與
賓施馬(右二)今仗為
皇馬各建一功。 法新社

達斯及阿積士提前突圍，經過本周第5輪角逐，繼24
日凌晨曼聯和車路士，25日凌晨再有曼城、PSG、士
砵亭，以及作客摩爾多瓦贏舒列夫 3：0 的皇家馬德
里，和主場輕取薩克達2：0的國際米蘭，都提前一輪
鎖定出線權，16強只餘5席要最後一輪才決出。

16 強已定 11 隊 美斯或鬥 C 朗？
11隊中已定名次的，有A組英超曼城首名和PSG次
名、B組英超利物浦首名、C組荷甲阿積士首名和葡
超士砵亭次名、E 組德甲拜仁首名、F 組英超曼聯首
名。由於16強小組首名會對次名球隊以及同組和同聯
賽球隊不相遇，故 PSG 將有機會在 16 強大戰利物
浦、拜仁或曼聯，如PSG遇上曼聯，美斯和C朗拿度
兩位「球王」便將再次對壘。

先12分，但湖人隨後反撲，到完第3節時
只落後82：84。
最後一節戰況拉鋸，馬利克蒙克在比賽
剩下 4 分 30 秒射入三分球，助湖人以
101：100首度超前，勒邦占士在最後1分
17 秒又投進一記三分，原以為湖人可以
110：104鎖定勝利，未料溜馬連續得分，
杜爾特在最後幾秒投進三分率隊追成 112
平手，要打加時。
在加時賽單節獨取8分助湖人奠勝的勒
邦占士賽後說：「能重回陣中感到很興
奮，在缺席前一晚的比賽後，我知自己能
夠為隊友們提振力量。」湖人賽後戰績為
10勝10負，仍居西岸前八名外。

賽前已鎖定B組首名的利物浦在收起部分主力下主場照
贏波圖2：0，最後一輪積5分的波圖主場贏4分的馬體會即
可出線，4分而對賽成績相同下球差多馬體會1個的A米，
則主場要贏利物浦之餘還需寄望波圖最好賽和馬體會。

●麥斯亞斯頭槌破網
麥斯亞斯頭槌破網。
。

較早前媒體傳出傳奇教頭雲加有機
會回阿仙奴擔任要職，球隊主帥阿迪
達昨天證實了有關傳言，「是有過溝
通。我們在電影首映碰頭時傾談過，
見到他並與他聊天真是太令人愉快
了，希望可促成這（雲加回歸的）
事。」阿迪達沒透露其他細節，只強
調「我認為他將為球隊帶來很大的幫

甘美治中招 拜仁多兩將染疫

●勒邦占士甫復出即有好表現
勒邦占士甫復出即有好表現。
。

法新社

A

新華社

阿迪達盼促成雲加回歸

停賽刑滿即爆發
大帝猛虎出籠
綜合中央社報道，在昨天
NBA 常規賽中，洛杉磯湖人
「大帝」勒邦占士停賽 1 場後
滿血回歸，轟下全場最高的 39
分，率隊在加時後以 124：116
作客力克印第安納溜馬。
勒邦占士日前因搶籃板不慎
肘擊底特律活塞中鋒艾西亞史超活，令後
者當場血流如注，兩人進而爆發衝突，雙
雙被逐。勒邦 NBA 生涯首遭停賽後昨天
回歸對戰溜馬，在安東尼戴維斯因病缺陣
下與上仗貢獻「三雙」的韋斯布魯克齊擔
大旗。溜馬在全場攻入 28 分的保格當帶
領下，曾經領先66：60，第3節更一度領

B組最後一輪三隊爭崩頭

巴西兵勵志首演 送貨員變 米救星

曼城主帥哥迪奧拿也談到團隊合力防守的重要性，「對方在我們危險
區域拿到球所展示的攻力太可怕了，我們必須團結起來防守，我
沒看數據，但我認為己隊今天防守相當出色。」哥帥說：
「這是很好的教訓，落後時便必須繼續努力，我們知
道和波也可以，然而我們贏了。」由於同組德甲
RB 萊比錫作客比利時大勝布魯日 5：0 後
積 4 分升上第 3，12 分的曼城及 8 分
的 PSG 可提前 1 輪取得前兩名
的出線權，曼城更鎖定
頭名。

夏蘭特養傷中球隊兩嚐出局之苦

今屆法甲及歐聯比賽，有美斯、尼馬和麥巴比同場擔正的比賽 7 戰得 3 勝
2 和 2 負，勝率僅約 43％；MNM 並非三箭齊發的比賽則豪取 11 勝 1 和的
92％得勝率。今場比賽正是三位天王巨星產生不出化學作用的強力例證，在
球隊失去控球權時他們三位射手甚少協助反搶，令到球隊在領先後利用反擊
牽制曼城的威力大大降低。
擔任比賽直播球評人的法國名宿亨利指出，PSG主帥普捷天奴即使看到勢
頭不對，也未必敢早早將三位巨星的任何一人換離場，「要贏得歐聯冠軍，
是不能只靠 7 名球員防守的。他們暴露了（弱點），法甲球隊對 PSG 沒辦
法，但曼城可以。」另一球評名宿加歷查甚至勸普帥應如傳聞所言轉往曼聯
執教，「如果是我，明天就去曼聯，美斯、尼馬和麥巴比太難控制了。」而
賽後被記者問到轉掌曼聯兵符的傳聞時，被指因 PSG 粒粒皆星有感主帥難
當而萌生去意的普帥，只是態度曖昧地回應「再見，謝謝」，似乎也未有關
上過檔的大門。
曼城上半場取得較多埋門，換邊後 PSG 在 50 分
鐘把握主隊門前

石油豪門齊過關 曼城得頭名

香 港
文匯報訊（記
者 梁志達） AC 米
蘭在 25 日凌晨歐聯 B 組
第 5 輪作客絕殺馬德里體育會
1：0，重燃晉級希望，而為 A 米頂
入隨時可起死回生一球的，竟是6年前還
是全職送貨員、今仗才初登歐聯舞台的30歲巴
西兵麥斯亞斯。
頭4輪得1和3負的A米是役作客要贏馬體會才能保住
出線機會，兩軍上半場真正埋門不多，A米主帥皮奧利到
66分鐘大膽起用麥斯亞斯成為神來之筆，正是此子87分
鐘接應基斯爾傳中跳頂入網取下3分。麥斯亞斯今夏加盟
A米後在意甲後備上陣2次兼無入球，但皮奧利在生死關
頭決定出奇兵一搏，結果麥斯亞斯亦不負所託。事實
上，麥斯亞斯24歲時還是全職送貨員，1年後從意大利第
5級別聯賽踢起，憑出色表現逐級挑戰，28歲時成功協助
克羅托內升上意甲，在頂級聯賽首季36戰9入球4助攻的
表現，最終在今夏贏得A米垂青，租借簽下。
賽後麥斯亞斯激動地說：「我終於等到幫助球隊的機
會，這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勝利，入球要送給我在巴西
的親友們，那些一直相信着我的人。」皮奧利透露，麥
斯亞斯加盟初期遇過些困難，「但現在已真的可為球隊
帶來幫助。」

德甲拜仁慕尼黑當地時間 24 日宣
布，隊中球員甘美治和祖普莫亭在新
冠病毒檢測中結果呈陽性，目前各自
居家隔離，身體狀況正常。近期，拜
仁球員歷卡斯蘇尼、史坦尼錫和主帥
拿高斯文都感染新冠病毒。由於甘美
治是蘇尼的密接人員，因此被要求隔
離，後來他與基拿比、穆斯亞拿與祖
普莫亭等球員，因與另一位新冠陽性

長話
短說

助。」雲加在阿仙奴退
休後，現於國際足協任職全球足運發
展總監。
●綜合外電

●雲加是阿迪達的恩師
雲加是阿迪達的恩師。
。
人員密接而再被要求隔離。24日，甘
美治和祖普莫亭確認感染。甘美治自
上月公開自己尚未接種新冠疫苗後一
直處在輿論爭議中。
●新華社

●甘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