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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反勝驚險衛冕 A 米結束 11 年等待

英 意「 一哥
一哥」
」

◆ AC 米蘭
重登意甲頒獎
台。 新華社

衝線封王

英格蘭超級聯賽和意大利甲組聯賽都要等到煞科日才決出王
者誰屬。英超曼城和利物浦的競跑煞科日掀起最後高潮，雙雙都
在 22 日的煞科戰先落後下上演逆轉好戲，結果吃盡驚濤駭浪的曼城
憑藉根度簡化身後備奇兵成功衛冕。意甲的米蘭雙紅爭霸，在最後數
◆曼城蟬
聯英超冠軍。
美聯社

曼城近數年與利物浦成為正面競爭對手，這兩支正值盛世的豪門
本賽季繼續鬥，雖然曼城曾經在積分榜上遙遙領先，原本以為

冠軍在握，然而踏入下半賽季後狀態卻不穩定，到倒數第二輪被利物
浦追至只落後 1 分。煞科日主場面對踢「風流波」的阿士東維拉，曼
城更大意連失兩粒陷入隨時痛失冠軍之險境。關鍵時刻，後備入替的
德國中場根度簡於 76 及 81 分鐘梅開二度，加上間隔着的洛迪卡斯簡
迪的禁區外射門，曼城臨尾連追三粒完成瘋狂逆轉，成功力壓同日反
勝狼隊3：1的利物浦衛冕冠軍，第六度於英超登頂。

哥帥灑淚 讚有好對手更添推動力
終場哨響後動情灑淚的曼城主帥哥迪奧拿表示：「我們是傳奇，我
們會被銘記。這些球員在曼城歷史上絕對會是永恒的。」這位西班牙
籍教頭感慨說：「當你 5 個賽季內 4 次拿下英超冠軍，實在是因為這

些球員太、太特別了。」他同時表示，對手的水平決定了你成就的水
準。「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利物浦一樣的球隊。我知道他們現在不會好
受，但我還是要祝賀他們。是他們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球隊。」
球迷久違了的米蘭雙雄最後競跑，國際米蘭四周前副選門將送禮敗
給博洛尼亞慘成致命一役，隨後重掌領先優勢的 AC 米蘭最終沒有錯
失機會，在最後一輪憑上半場利亞奧三獻助攻及基奧特的起孖，作客
3：0 大勝薩斯索羅，以 6 連勝之勢衝過終點，阻止了同日主場同樣比
數輕取森多利亞的國米衛冕，捧回自2010/11球季失落了11年的聯賽
獎盃。
這也是 A 米教頭皮奧利執教生涯的第一個冠軍，他賽後說：「我們
值得捧盃，因為我們從未放棄，我們始終如一，沒有明顯低潮，在關
鍵的比賽中都取得了勝利。」不過，皮奧利的冠軍獎牌在慶功過程中
丟失，他呼籲：「請幫我找到它，我只有這一塊。」

維拉利爾趕上歐戰尾班車

◆根度簡後備入替為曼
城建奇功。
城建奇功
。
路透社

綜合新華社報道 2021/
22 賽季西班牙甲組聯賽當
地時間 22 日結束最後一輪
較量。在收官戰中有喜有
悲，維拉利爾作客 2：0 擊敗已鎖定次席
的巴塞隆拿，CF 格蘭納達主場 0：0 戰和愛
斯賓奴後成為本賽季最後一支降班球隊。

◆迪姆絲打破世界紀錄
迪姆絲打破世界紀錄。
。 法新社

大坂直美法網首圈止步

澳洲新泳后破400自世績

法國網球公開賽昨日第 2 天正賽日，女單首
圈接連爆冷，包括2號種子捷克的卡絲高娃盤數
1：2不敵法國球手帕莉，四屆大滿貫得主日本
的大坂直美則以0：2遭3年前打入過法網4強的
美國選手阿妮絲莫娃淘汰出局。中國女將鄭欽
文則晉級次圈。

被澳洲媒體稱為「泳池女王」迪姆絲
（Ariarne Titmus）22日在澳洲全國錦標賽
上，以 3 分 56 秒 40 創造女子 400 米自由泳

◆大坂直美意外出局
大坂直美意外出局。
。

◆A 米功臣伊巴謙莫域
開香檳慶祝。
開香檳慶祝
。 美聯社

◆維拉利爾
以 2：0 獲勝，
奪得第7名。
法新社

長話
短說

美聯社

世界紀錄，比美國名將列絲姬在2016年奧
運會創造的前世界紀錄快了 0.06 秒。21 歲
的迪姆絲去年在東京奧運會勇奪 200 米和
400米自由泳金牌。

紅牛車手包辦西班牙站前二
一級方程式賽車（F1）西班牙大獎賽在加
泰羅尼亞賽道舉行，紅牛車隊的兩名車手韋
斯達賓和佩雷斯包攬了前兩名，去年車手總
冠軍韋斯達賓由此在積分榜上反超前法拉利
車隊的勒克萊，暫登榜首。「這是一場艱難
的比賽，但我們最終逆轉獲得了勝利。」韋
斯達賓說：「我要感謝隊友佩雷斯，他是出
色的隊友。」愛快羅密歐車隊的中國車手周
冠宇在第28圈因為賽車故障遺憾退賽。

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藍月未現顯著低潮
哥帥 迪布尼作用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曼城蟬
聯英超冠軍的頭號功臣定非奇雲迪布尼莫
屬，而哥迪奧拿的領軍功力亦是扭轉乾坤
的重要因素。
曼城的大幅領先優勢踏入賽季中後段
險些盡失，幸得奇雲迪布尼及時大爆發，
踏入 2022 年其聯賽 10 個入球及 6 次助
攻，對球隊起到了穩住陣腳的作用，幫助
◆哥迪奧拿親吻獎盃
哥迪奧拿親吻獎盃。
。 路透社
「藍月兵團」未有跌入一個較長的低潮。
這位比利時中場發電機，全個賽季英超交出了 15 個入球和 8 次助攻，都是隊
內位列第一（助攻與加比爾捷西斯持平），當中首循環入球逼和爭標對手利
物浦 2：2、次循環 2 射 1 傳領軍大破曼聯以及本月對狼隊的「大四喜」，都
是其中的代表作。
至於哥迪奧拿其戰術水平之高相信對球迷來說已不陌生，今場煞科戰正是
其領軍功力之體現，下半場決定對根度簡的豐富比賽經驗投下信心票，正是
其兩個入球和另兩位後備球員史達寧及辛真高的助攻，成功後上制勝。哥帥
執教曼城 6 年已率領球隊收穫 11 個獎盃，其中 4 個英超冠軍，只是尚未能一
圓歐聯冠軍夢。

賢帥好眼光
小將老兵復興紅黑王朝

格蘭納達護級失敗

由於在另外兩場護級大戰中，馬略卡作客 2：0 擊敗
奧沙辛拿，卡迪斯作客勝艾拉維斯 1：0，兩隊在積分榜上
均以 1 分優勢反超前格蘭納達，因此格蘭納達成為本賽季西
甲繼艾拉維斯和利雲特之後第三支降班球隊。
根據西甲聯賽最終排名，下賽季，皇家馬德里、巴塞、馬德里體
育會和西維爾四支球隊將進入歐洲聯賽冠軍盃賽場，貝迪斯和皇家蘇
斯達征戰歐霸盃，維拉利爾進入歐洲協會聯賽。此外，皇馬前鋒賓施馬
以27記入球獲得西甲本賽季最佳射手稱號。

周比賽才奪回榜首的 AC 米蘭順利鎖定冠軍，結束了長達 11 年的等

◆韋斯達賓
韋斯達賓((左二
左二))和佩雷斯
和佩雷斯((左一
左一))合作奪
佳績。
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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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歐洲債
務危機影響深遠，AC 米蘭 2011 年後光芒
褪色，然而自皮奧利 2019 年接掌兵符，
球隊成功一步一腳印復興「紅黑王朝」。
2010/11 賽季意甲摘下最後一冠，A 米
星散褪色，2017 年曾豪擲 2 億歐元增兵還
是前四不入。2019 年皮奧利接手成了轉
捩點，該賽季及之後來投的年輕球員如利
◆ ( 左起
左起)) 利亞奧
利亞奧、
、 基奧特與
亞奧、沙利麥卡斯、巴謙戴亞斯和老將伊
湯姆利都表現出色。
湯姆利都表現出色
。 美聯社
巴謙莫域等並非挾天價轉會費而來的良
將，成為爭冠大業的骨幹。雖然門神當拿隆馬及中場查漢奴古去年離隊，球
隊士氣卻竟不跌反升，而伊巴謙莫域受傷下另一老兵基奧特和其他球員的出
色發揮也支撐住了球隊繼續前進。
本賽季 A 米 10 勝 2 和強勢開局，在多線作戰下縱有過連敗和入球荒的尷
尬，傷兵滿營更一度無中堅可用，還受着拿玻里和國際米蘭輪番衝擊；但皮
奧利的球隊始終保持在爭標行列，迪奧靴南迪斯和湯姆利領銜的防線力保 38
戰只失31球的表現，最終把握國米致命一敗後上封王。

孫興民創亞洲歷史
韓國總統發賀電
綜合中新社報道 効力熱刺的韓國球星
孫興民以 23 個入球榮膺本賽季英超神射
手，是首位贏得英超以至歐洲五大聯賽金
靴獎的亞洲球員。韓國總統尹錫悅昨日向
其發賀電，是尹錫悅 5 月 10 日就任總統以
來首次向體育選手發賀電。
尹錫悅在賀電中稱，孫興民給韓國足壇
◆孫興民贏得英超神 新苗們帶來希望和驕傲。獲頒英超金靴獎
射手寶座。
射手寶座
。 美聯社 不僅是他個人榮耀，更是整個亞洲足壇都
值得慶賀的事。在本賽季英超收官戰中，熱刺成功取下第 4名出戰來屆歐洲聯
賽冠軍盃，孫興民個人以入 23球且無12碼的佳績，與同入23球的利物浦射手
穆罕默德沙拿共享金靴獎；最佳門將獎則由曼城的艾達臣摩拉斯和利物浦的
艾利臣比加分享。
根據聯賽排名，曼城、利物浦、車路士及熱刺下季出戰歐聯，阿仙奴及曼
聯踢歐霸盃，韋斯咸參與歐協聯；般尼則護級失敗要隨屈福特及諾域治降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