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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 )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Stanley Cheung

(US 59 South @ Beltway 8)

沙奧
一戰揚名一戰揚名

2008年，13歲的沙奧尼古斯
由出生地艾爾切移居首都馬德
里，他當時已在西甲勁旅皇家馬
德里接受了兩年青訓，但始終難
更上層樓，據報他因為太頑皮而
不獲皇馬重用，結果於同年
（2008年）夏天轉投皇馬同市宿
敵馬德里體育會。2012年3月8
日歐霸鬥比錫達斯，沙奧以17歲
零108天之齡首替馬體會在正式
賽事披甲。沙奧獲馬體會提拔上
一線隊，2013年4月21日對陣

西維爾一戰成為其西甲處子秀。之後他被外借過華歷簡
奴並再獲馬體會召回，2015年2月大勝皇馬4：0的打吡
戰，沙奧貢獻了一個精彩“士哥”。本球季在堤亞高文
迪斯養傷及馬里奧蘇亞雷斯離隊後獲主帥施蒙尼重用，
並於今場歐聯大戰踢出揚名之作。
被問到這個美斯式的“舞龍”入球，沙奧說：“這

是沙奧的入球，不是美斯式或馬拉當拿式的入球。”雖
曾代表西班牙小國腳上陣，但他仍未以“狂牛”大國腳
的身份踢過國際賽。家庭方面，沙奧的父親荷西安東尼
奧也曾是職業足球員，司職前鋒，1984/85球季代表過艾
爾切征戰西甲聯賽。沙奧的兄弟艾朗與約拿芬亦是足球
員。 ■

馬德里體育會主帥施蒙尼的穩守突擊戰術今季歐聯
已令巴塞羅那及拜仁慕尼黑等勁旅觸礁，而現時於西甲
積分榜亦追至跟同分的巴塞叮噹馬頭。球隊今季各項賽
事52仗能有33場比賽保持不失球，而在聯賽35戰僅失
16粒，數據分別冠絕今季歐洲五大聯賽以及西甲賽場。
馬體會今屆歐聯已淘汰或擊敗過土耳其超聯的加拉

塔沙雷、葡萄牙超聯的賓菲加、哈薩克超聯的艾斯坦
拿、荷蘭甲組的燕豪芬、西甲的巴塞以及德甲的拜仁，
合共6支上季的聯賽冠軍球隊。

■

迪奧拿領軍的拜仁近兩
個球季先後在歐聯4強中

被西甲球隊皇馬和巴塞羅那淘
汰。這次他們又迎來另一支西
甲勁旅馬體會。在卡達朗球
場，善打穩守突擊的馬體會開
場後大舉進攻，並早早建立起
領先優勢。
21歲的年輕中場沙奧尼古

斯（沙奧）上半場11分鐘上演
右路“個人秀”，帶球硬闖連
過三人殺入禁區，最終漂亮地
避過對方最後一名守將阿拉
巴，冷靜妙射遠柱左下角入
網，拜仁門將紐亞欲救無從。
拜仁雖然在此後的比賽中

佔據控球優勢，卻破門乏術。
下半場他們又錯過絕佳的扳平
機會，阿拉巴的勁射被門框擋
出。而近仗重拾“王子”風采
的馬體會前鋒費蘭度托利斯
（費托）也在一次反擊中射中
左門柱彈出。1：0的比數保持
到完場。
馬體會主帥施蒙尼賽後承

認，己隊在前45分鐘的表現接
近球隊的“今季最佳水準”。
而哥迪奧拿則說，主隊的那入
球暴露了本隊的問題，“如果
沙奧入球前連過了4名球員，
這說明是我們犯了錯，那個失
球是我們狀態不佳的後果。”

展望次回合，哥迪奧拿
說：“我們還有慕尼黑的90分
鐘（次回合比賽）。我只希望
兩年前對皇馬的一幕不重
演。”2014年，拜仁在4強對
陣皇馬，他們同樣作客小敗
0：1，帶着反勝的期望回主場
踢次回合，結果被對手以4：0
痛擊，慘遭淘汰。 ■

里約奧運聖火歐洲時間27日下午在希臘雅
典被移交給里約奧組委。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
斯、各國使節和約3萬名觀眾一起參加了聖火交
接儀式。

奧運聖火21日在古奧林匹亞點燃後在希臘境
內傳遞，行程2235公里，有約430名火炬手參
與，其中包括一位來自敘利亞的難民。27日的交
接儀式上，希臘女子跳高運動員、1996年亞特蘭

大奧運銀牌得主巴科揚尼高擎奧運火炬跑進泛雅
典體育場。經另外兩棒傳遞後，希臘賽艇運動員
尼可萊杜點燃了體育場正中間的聖火壇。
希臘奧委會主席卡普拉洛斯在致辭時說，

希臘在向美麗的巴西移交聖火的同時，也把自
己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交了出去，祝福里約奧
運圓滿成功。里約奧組委主席努茲曼說：“里
約已準備好創造歷史。”據悉，聖火離開希臘
後將先在國際奧委會總部所在的瑞士展示到5月
2日，之後運到巴西展開聖火傳遞。

多國選手都正為參賽里約奧運積極準備，
韓國隊方面公佈了奧運隊服，另網球天王拿度
則落實擔任里約奧運開幕禮的西班牙代表團旗
手。

金州勇士28日NBA季後賽在拿到27分的
基利湯遜帶領下，主場以114:81大勝火箭，總
場數贏4:1晉級西岸4強。黃蜂作客以90:88險
勝邁阿密熱火，拓荒者則以108:98擊敗洛杉磯
快艇隊，贏球後雙雙領先總場數3:2，距晉級只
差一勝。史提芬居里養傷，基利湯遜挑起勇士
大樑，結果他用7個三分球的神勇表現拿下27
分，成為NBA史上第一個在季後賽連續兩仗投
中至少7個三分球的球員，率隊贏球晉級。火
箭的夏登砍下35分，但無力挽敗局。西岸另一
場，拓荒者面對缺少基斯保羅和格芬的快艇體
現出優勢，最終憑麥高林砍下27分奠勝。
東岸方面，黃蜂與熱火兩隊交替領先戰況

膠着，黃蜂的葛利李爾在比賽還剩25.2秒時投
中的三分球成獲勝關鍵。

里約奧委會接收聖火

皇家馬德里得分主力C．朗拿度從
上周開始出現肌肉疲勞，缺席了一場西
甲足球聯賽後，周中再避戰了4強首回
合的歐聯賽事。據《阿斯報》等多家西
班牙媒體28日透露，C朗是大腿肌肉撕
裂，很可能也要錯過下周中次回合主場
再鬥曼城的歐聯大戰。有指，C朗已決
定接受幹細胞療法，加速傷癒以趕及在
對陣曼城時復出。

皇馬BBC鋒線的另一大將賓施馬，
會方28日晚稱這位法國國腳也因為腿筋

受傷，很可能無緣鬥曼城，這對首回合
作客賽和曼城0：0但沒取得作客入球的
“銀河戰艦”可謂是雙重打擊。

■

日前外媒
爆料稱中國電

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擬收
購意大利足球豪門AC米
蘭。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
主席馬雲28日在社交網絡
幽默地闢謠：“AC米蘭
是在意大利米蘭嗎？聽說
湖人（籃球）隊的（拳
王）泰臣去了米蘭，是不是A米我不知了，今次中超（足球
聯賽）的（前籃球名星）姚明慘了！” ■

國際足協（FIFA）主席因凡蒂諾近日在訪問韓國時表
示，個人認為從2026年開始，世界盃決賽周隊伍應由目前的
32隊增至40隊，亞洲隊名額則應從4.5個增至6個。“足球
不只是歐洲和南美的，是全球的”，但他同時表示，這只是
個人意見，還需說服其他人。 ■

聲稱因誤服減肥藥以致在歐霸禁藥檢測不過關的英超利
物浦法國後衛馬馬度沙高，28日晚被歐洲足協暫時停賽30
天，以待最終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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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詠、張嘉兒、郭嘉文等演員28日到商
場宣傳《廉政行動2016》，張嘉兒正式公開已懷孕3個月，預計年底將會榮升
做媽媽，她笑言尚未有時間去買孕婦裝，當日見她只改穿闊身裙和平底鞋。
張嘉兒透露已懷孕3個月，她笑言公開後令自己回復精神，問她初懷孕有

否狂嘔吐，她說：“幸好我沒有，只是坐車時會嘔，連搭地鐵也要帶嘔吐
袋。”嘉兒表示首胎未知嬰兒性別，但笑指老公很想要兒子，她說：“老公
說身邊朋友都生女，我們生兒子就可以去認識女孩子。”嘉兒表示有孕後會
減少工作，暫時也沒有接拍新劇，並打算會在港生BB。提到前緋聞男友金剛
與女友分手，嘉兒說：“他們都後生好快找到第二個，金剛不用我安慰，或
者見到面才安慰他吧。”
有份拍攝《有乜好過去camping – 德國篇》的唐詩詠，其中一幕穿露腰

裝被網友大讚身材“禾稈冚珍珠”，她笑道：“因為是橫間衫，自己又有運
動，腰夠細才有視覺上的錯覺。”詩詠與馬國明再合作做節目獲讚賞，網上
更有票選“揀洪永城定馬國明？”詩詠笑言要向馬國明道歉，說道：“又搞
到他，不好意思。Tony（洪永城）就沒問題，他知道節目有馬明，知他會照
顧我。”
有報道指詩詠不欲與洪永城同居，馬國明又叮囑她要帶眼識人，結果被

洪永城指馬國明有居心，詩詠說：“不用阿哥（馬國明）提，我自己會找，
馬明都好好，大家都想幫她找女友，但要做到這件事很自然，怕雙方都會尷
尬。”至於洪永城有否吃醋？詩詠笑指男友只顧自己節目的收視，而且他也
不會說這些說話，報道看完笑一笑就算。

淇穿上低胸露腰裝亮相，見她皮膚回復光澤沒再敏
感爛臉，她苦笑說：“還沒好完全，要遮着半邊

臉，其實我全身也敏感。”舒淇表示當晚完成工作後便放
大假，留港驗血檢查身體，她估計是之前太疲累引發問
題。會否是年紀問題？她說：“所以要放大假，最少半
年，之前簽下的工作會照做，但沒再接新戲或其他工作
了！”

謝婷婷穿黑裙露腰露半球真空上陣。談及母親節，婷
婷表示會送袋及請媽咪拉姑吃飯，笑問不如送個女婿給媽
咪？她笑說：“嘩，她應要等多幾個母親節了，而且男友
也沒帶回去就帶女婿，她一定好生氣以後不喜歡母親節
了！”婷婷指現沒男友，但身邊男性朋友都被傳媒誤以為
是她男友，且照片重用多次，故有男友人也怕了她，亦
有要特別裝扮過才肯與她出街。至於今年母親節，婷婷
也未知能否一起吃飯，爹哋她則最近有見，四哥還傳了
拍劇的照片給她看，令她想與爹哋這位經典演員合作，
她其實都有想過一家人做真人秀，但又怕題材不夠有
趣。
琦琦29日與老公任達華飛往四川工作，她也收到老

公在意大利買的戒指作為母親節禮物，女兒則未有表示。
而之前她陪老公到過佛羅倫斯出席任達華電影周，當地為
表揚他對香港電影的貢獻，特別挑選了他主演的六、七部
電影放映。

舒淇放放半半年年大大假假
息休

上世紀80年代《430
穿梭機》節目主持人鄭伊健
和譚玉瑛28日出席遊戲節活
動的啟動禮嘉賓，兩人大談
往事，伊健先笑言：“歡迎

收看《430 穿梭機》現場
版！”譚玉瑛姐姐即說：
“你是不是晚講了十幾
年？”然後再爆料伊健當年
只想追女生，正值青春少艾
時期也好正常，伊健死撐對
方是有所誤解，其後兩人分
別打機玩遊戲，譚玉瑛姐姐
顯得雞手鴨腳，要由“game
迷”伊健幫手，大會更安排
他們抓公仔，當伊健禮讓給
譚玉瑛玩先時，譚玉瑛便喝
令伊健：“我叫你玩先
呀。”引來全場大笑，伊健
則乖乖聽命。
伊健被問到以前也經常

給譚玉瑛姐姐呼喝嗎？他指
對方是大師姐。譚玉瑛笑言
他們很遷就她，所以給縱
慣。伊健即大讚對方：“有
些事只有她才做得到，可以

過目不忘，好多人給她救
番，我想周星馳都是她救，
所以我自卑轉做演員，（做
演員一樣要記對白？）這不
同，要望住鏡頭現場介紹同
講資料是不容易，（你在大
師姐面前特別乖？）不僅是
我，錢國偉都好怕她，這是
能力問題。”譚玉瑛姐姐笑
說：“覺得自己是一個長
輩。”

酷愛打機的伊健，不諱
言投資在遊戲上的錢不止六
位數，突然變得數口精的他
說：“以前買部電腦要四萬
港元以上，現在都要，但就
好好多，（太太蒙嘉慧投訴
你經常打機？）她都有打，
我們都有一起打。”伊健更

透露曾有遊戲公司找他談遊
戲開發，也有提供過資料，
但因自己沒時間便告吹。

問到伊健跟無線仍有合
約嗎？他表示：“原本沒，
現在又有，因壟斷條例曾打
贏官司，後來又給對方贏
了，所以現在仍未知，但對
我影響不大，總之好的工作
便做，不論是哪個地方，
（被合約鎖住？）不會，經
理人會處理，希望做好所有
事，哪個電視台都無所謂，
相信我們是有權選擇。”

說到蓋世寶被指與男生
頭女導演過從甚密，跟蓋世
寶相熟的譚玉瑛笑謂：“我
幫你問一下她，我就不知
道，而在公司有見過該導
演，（她們關係好嗎？）沒
特別感覺到。”

乖乖聽譚玉瑛指令伊健憶廿幾年前往事

韓國女子組合2NE1成員Dara 28日
現身中環，出席代言的彩妝品牌
moonshot的發佈會。她剛出場，即
用廣東話和英文打招呼。

Dara在台上現身約20分鐘，受
訪時表示愛接受新挑戰，不論會否失
敗都想試，最重要是過程。而今次擔
任品牌代言人，她感到光榮和開心，
自爆愛試不同眼妝，又謂港女也較注
重眼妝，韓妹化妝時則追求水潤感。

她曾多次訪港，直言：“我和隊友都
很喜歡香港，香港是美食天堂和購物
天堂，今次預計吃邊美食，必定要吃
蛋撻。”

談到其instagram有近300萬粉絲
追隨，她表示：“沒有粉絲就沒有現
在的我。我們的粉絲遍佈全球，SNS
是較易和好的方法跟粉絲接觸，大家
變得更親密。”問到如可放假一周想
做什麼？她坦言：“很多東西都想
做，一周對我來說已是長假，但不夠

環遊世界，所以我想去無人島休
息。”
另外，翁靜晶愛女劉萬儀、亞

洲富豪郭鶴年女兒郭燕光、黃芷晴
等都有出席活動。黃芷晴受訪時自
爆最愛Dara，盛讚她是隊中最靚。
芷晴的臉頰看似圓潤了，她即時解
釋因剪了頭髮和前一晚晚睡致水
腫。問到她熱愛韓國文化，會否試
下整容？她直言：“我什麼都熟，
就是不熟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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