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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33分優勢力壓利雲當選

美斯創紀錄

◀美斯以 33
分的些微優勢，
第 7 次將金球獎
收入囊中。
路透社

7 膺金球獎

●美斯與太太安東妮娜和兒子們一起出席頒獎典禮
美斯與太太安東妮娜和兒子們一起出席頒獎典禮。
。 路透社

行內名人替利雲感不值

綜合新華社報道，由《法國足球》雜誌主辦的 2021 年金球獎頒獎典
禮當地時間 11 月 29 日晚在巴黎夏特萊劇院舉行，阿根廷球星美斯在
評選中擊敗一眾對手，創紀錄地第 7 次獲得這一獎項，另一奪冠熱
門、波蘭射手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利雲）排名次席。
34 歲的美斯在今年夏天率領阿根廷國
現年家隊奪得美洲國家盃冠軍，取得職業生涯

重大突破，他本人也獲得該屆賽事的最佳球員
及神射手獎。在球會層面，美斯在今夏轉投巴
黎聖日耳門（PSG）之前上賽季在巴塞隆拿雖
然僅收穫一座西班牙盃，但個人數據依然十分
亮眼，以 30 個入球獲得西甲金靴獎。來自全世
界的 170 名專業記者參與了最終投票，根據
《法國足球》公布的得分情況，美斯的領先優
勢並不大，僅以 613 對 580 領先利雲 33 分，此
前獲評歐洲足協年度最佳球員的車路士中場佐
真奴費路以460分排名第3。

感謝阿根廷國足與巴塞 PSG 同仁
「拿到美洲盃冠軍是最讓我開心的事，從進
入國家隊以來，我就一直希望能跟隨球隊獲得
大賽冠軍，我想和他們一起分享這一榮譽。」
美斯在獲頒金球獎後發表感言說。隨後，美斯
在 Instagram 發布了自己與獎座的合照，寫道：
「雖然我總是把團體放在首位，但還是難掩再
次獲獎的喜悅。我要感謝金球獎，並將它獻給
所有同事和阿根廷國足的員工，讓我們度過了
美好的一年。還要感謝巴塞隆拿和巴黎聖日耳
門所有同事。當然還有我的家人和朋友，以及
所有支持我的人，在我身邊關心我，讓我每一
天都能表現得更好。沒有他們，這一切都不可
能實現。」
美斯是首位能 7 捧金球獎的球員，之前他曾
在2009年至 2012年實現該獎項的「四連霸」，
隨後又在 2015 年和 2019 年再次獲獎。巴塞和

PSG 以及多位足球名人都向美斯送上祝福，巴
塞大讚美斯完成了「獨一無二的」金球獎收
集，PSG 表示替美斯感到「自豪」，而巴西球
王比利則認為，這獎項是對「一位傑出天才恰
當的致敬。」在當天的頒獎儀式，主辦方別出
心裁地邀請了 F1 阿爾派車隊的兩名車手艾朗素
與奧干擔任護送金球獎獎盃的「大使」，就在
球星們陸續踏上紅地氈時，兩位車手也
駕駛汽車載着獎盃橫穿巴黎城區來
到夏特萊劇院。
此外，表彰 21 歲以下年度最
佳年輕球員的高帕獎，由効力巴
塞隆拿的 19 歲西班牙中場新星
柏迪獲得。代表最佳門將的耶辛
獎歸屬意大利國門當拿隆馬，
在今夏舉行的歐洲國家盃，他
隨「藍衣軍團」捧起
冠軍獎盃，並榮膺賽
事最佳球員。女子方
面的金球獎由効力巴
塞隆拿的西班牙球
員佩迪莉絲獲得，
上賽季以隊長身份
帶領巴塞女足完成
歐聯和西班牙國內
賽事「三冠王」的
佩迪莉絲，在今夏
獲評為歐洲足協
年度最佳女球
員。

▶柏迪當
選為年度最佳
小將。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志達）
得獎大熱門羅拔利雲度
夫斯基相對於美斯則多
少有些遺憾，不少足球
界人士都對他倒灶落選
而大感不值。
利雲在 2019/20 賽季
為拜仁慕尼黑 47 次上陣
●利雲度夫斯基只得最佳前鋒
攻入 55 球，帶領球隊實
獎，依然不失風度
依然不失風度。
。
路透社
現包括歐聯和德甲在內
的「五冠王」偉業，惟金球獎去年因疫情取消，讓他錯過得
獎的大好機會，即使 2020/21 賽季他為拜仁入了 48 球，率
隊斬獲德甲和德國超級盃錦標，仍未足以助他一圓金球獎美
夢。
美斯上台領獎時也坦言：「羅拔，金球獎是你應得的，去
年所有人都認為你是這獎實至名歸的得主。」在網絡上，多
位足球名人亦替利雲感到不值，英格蘭名宿連尼加對美斯的
話表示認同，而皇馬德國中場卻奧斯也坦言：「美斯絕不值
得拿本屆金球獎，他和C朗拿度無疑是過去10年的最佳球
員，但今年應有其他人在他前面。」獲得1990年金球獎的
德國名宿馬圖斯對得獎結果表示「無法理解」，「我尊重美
斯及其他獲提名球員，但他們都不及利雲配得上本屆金球
獎。」
或許是為了彌補利雲，《法國足球》雜誌新設了年度最佳
前鋒獎，並頒給這位拜仁前鋒。利雲大方地表示：「祝賀美
斯和佩迪莉絲獲得金球獎，也祝賀所有獲提名的球員。贏得
最佳前鋒獎，如無強大團隊和忠誠的球迷在背後支持，是沒
有球員能贏得這獎的。謝謝支持。」

麥巴比聞排名第9當堂黑面

◀女子金
球獎由佩迪莉
絲奪得。
美聯社

今次金球獎排名，美斯的PSG隊友麥巴比只得第9名，有
鏡頭捕捉到當他聽到排名結果一刻，
當堂面色一沉滿臉不悅。C朗排名
第5，是2011年來首次無緣前三。對於《法國
足球》主編費雷早前聲稱 C朗跟他說希望退
役前獲得的金球獎能比美斯多，C朗通過社
交平台反擊：「負責頒發一個如此具聲望獎
項的人居然說這種謊，是對一直尊重《法國
●麥巴比一臉不
足球》和金球獎的人絕對欠尊重。」
悅。 網上截圖

英超三雄分頭搶分 車仔贏面勝利記曼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今季英超已進行至接近中段，爭標
形勢暫時呈「三頭馬車」局面。本
港時間 2 日凌晨英超第 14 輪，三甲
勁旅車路士、曼城及利物浦將分途
出擊，曼城及利物浦均遭遇硬仗，
「車仔」有望再次拉開領先優勢。
現列積分榜第 3 的利物浦會作客與愛華頓合演
默 西 塞 特 郡 打 吡 （now611 及 621 台 周 四 4：
15a.m.直播）。擁有穆罕默德沙拿、沙迪奧文尼

與迪亞高祖達等當勇前鋒的「紅軍」攻力不用懷
疑，不過球隊防守卻不時出現甩漏，全靠雲迪積
克和門將艾利臣比加的個人能力上輪才能保住清
白身淨勝修咸頓。

愛華頓近 3 次鬥利物浦不敗
愛華頓每逢打吡也有超水準發揮，近 3 次對利
物浦都力保不敗，利物浦是役要全取 3 分並非易
事。論板凳深度，「利記」在「三頭馬
車」中算是較弱一隊，聖誕新年快車賽

期兼之非洲國家盃即將展開，令利物浦
面臨人腳緊張的危機，有指球隊正考
●司職曼城
慮轉會窗重開後羅致阿仙奴舊將艾
正前鋒的加比爾
朗藍斯，希望加強中場人員配置。
捷西斯入球效率
上輪佔盡優勢下只能打和曼聯的車
一般。
路士將會作客「升班馬」屈福特
法新社
（now622 台周四 3：30a.m.直播），在
盧卡古正式復出下攻力可望進一步加強，相信
「車仔」能順利拿下3分。

基亞利殊倒戈戰上陣成疑
至於上仗險勝韋斯咸的曼城陣中仍有不少
傷兵，尤其是中場核心奇雲迪布尼仍未能披
甲，中場基亞利殊亦有傷料難倒戈鬥母會。球隊
控球能力雖然冠絕英超，但鋒線銳利度卻始終
存有隱憂，本輪作客面對謝拉特接任主帥後兩
連捷士氣大振的阿士東維拉（now623 台周四
4：15a.m.直播），難言「藍月兵團」可穩勝。

●穆罕默德沙
拿自 2017 年加盟
利物浦以來，在英
超只曾兩破愛華頓
大門。 美聯社

●愛華頓
射手李察利臣
腳風欠順。
路透社

A 米要止頹急
「拿」
3分

● A 米前鋒伊巴謙莫域要為球隊
爭取佳績。
爭取佳績
。
美聯社

上輪憑頂替傷兵奧森漢擔正的梅頓斯起孖，拿玻里
一洗各項賽事兩連敗頹風以4：0 大勝拉素，趁 AC 米
蘭以 1：3 輸給薩斯索羅而將榜首優勢拉開至 3 分。2
日凌晨意甲作客薩斯索羅，拿玻里要引 AC 米蘭為
戒，不容漏盯連續 3 場有入球的薩軍翼鋒杜文尼高貝
拉迪（now639 台周四 3：45a.m.直播）。聯賽 2 連
敗的 A 米本輪作客，則誓拿倒數第三的熱拿亞出氣
（now638台周四3：45a.m.直播）
●綜合外電

祖記涉造假數案波及熱刺？
● 雲尼斯奧斯祖利
亞在門前把握方面
取得很大進步，
取得很大進步
，為
皇馬注入新活
力。
美聯社

皇馬態佳食「包」可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志達） 皇家馬
德里為保榜首優勢，
對周中西甲主場迎戰
畢爾包的這 3 分可謂
志在必得。（now632 台周四 4：
00a.m.直播）
皇馬連續 6 場比賽報捷，當中包
括 4 場西甲比賽，當然這 4 仗都有
失球，防線穩定性平平，然而勝在

鋒線的賓施馬與雲尼斯奧斯祖利亞
合拍非常，本賽季分別入了 11 球和
9 球，包辦了聯賽射手榜前兩名。
反觀對手畢爾包，不僅連續5輪得4
和 1 負失了 11 分，滑落至積分榜中
游，是役更要陣容不整硬闖班拿貝
球場，包括後衛恩尼高馬天尼斯停
賽，以及前鋒維拿利巴、守將洛拿
斯高恩與尤利貝治捷仍有傷在身，
搶分形勢並不樂觀。

長話
短說

據外媒報道，英超球會熱刺被捲入了意
甲祖雲達斯涉嫌欺詐一案中。目前都靈檢
察院正調查祖雲達斯涉嫌造假數一事，阿
特蘭大今夏從祖記將基斯甸羅美路買斷

後，便立即將這位阿根廷後衛以先租後買
方式外借給熱刺。意大利警方需要調查之
前在祖記工作的現任熱刺足球總經理柏拉
迪斯，是否有在羅美路的轉會中存在不當
行為，故熱刺也受到了此案波及。
●綜合外電

波爾兄弟對壘 公牛捕
「蜂」

● 朗素波爾
朗素波爾(( 右) 與拉美路波爾兩
兄弟同場較量。
兄弟同場較量
。
路透社

昨天 NBA 常規賽芝加哥公牛主場迎戰夏洛特黃
蜂，公牛的朗素波爾及黃蜂的拉美路波爾兩兄弟正
面交鋒，分別攻下16分及18分，公牛憑較佳的命中
率以 133：119 擊退黃蜂。公牛今仗 59.6%的整體投
籃命中率、46.7%的三分球命中率，分別優於黃蜂
的 47.7%及 46.2%，當中 N 維斯域及迪羅辛分別為
公牛貢獻30分及28分。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