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冠军 亚军

2016 皇马 马竞

2015 巴塞罗那 尤文图斯

2014 皇马 马竞

2013 拜仁 多特

2012 切尔西 拜仁

2011 巴塞罗那 曼联

2010 国际米兰 拜仁

2009 巴塞罗那 曼联

2008 曼联 切尔西

2007 AC米兰 利物浦

排名 球队 次数

1 皇马 11

2 AC米兰 7

3 拜仁慕尼黑 5

3 巴塞罗那 5

3 利物浦 5

6 阿贾克斯 4

7 国际米兰 3

7 曼联 3

9 尤文图斯 2

9 本菲卡 2

9 诺丁汉森林 2

9 波尔图 2

名次 球员 进球 场次

1 罗纳尔多 95 130

2 梅西 93 110

3 劳尔 71 142

4 范尼 56 81

5 本泽马 50 88

5 亨利 50 116

7 迪斯蒂法诺 49 58

8 尤西比奥 47 64

8 舍甫琴科 47 115

10 因扎吉 46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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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球大战

多特蒙德VS摩纳哥
1/4决赛首回合
4月12日2：45

威斯特法轮球场
1/4决赛次回合
4月20日2：45

路易斯二世球场
这组对阵的两个关键词就

是青春和进攻。多特蒙德欧冠杀
进八强，离不开队内魏格尔、普
利西奇、小登贝莱等人的优异表
现。摩纳哥则是在今年的欧冠联
赛中涌现了巴卡约科，姆巴佩等
青年才俊，特别是对阵曼城一
战，姆巴佩完全打出了巨星水
准，成为众多豪门觊觎的对象。

在进攻方面，摩纳哥本赛季
各条战线已经攻入了126球，是欧
洲火力第二猛球队，也是欧冠小
组赛进攻之王。多特的进攻也是
位居欧洲前列，小组赛8:4击败华
沙莱吉亚，创下了12球的欧冠历
史单场进球纪录。巧合的是，之
前的欧冠单场得分纪录就是摩
纳哥创造，2003-2004赛季他们曾
8:3 战胜拉科鲁尼亚。

矛盾之争

尤文图斯VS巴塞罗那
1/4决赛首回合
4月12日2：45

尤文图斯竞技场
1/4决赛次回合
4月20日2：45
诺坎普体育场

尤文图斯对阵巴塞罗那，这
是典型矛与盾的较量。这几个赛
季虽然意甲整体疲软，但尤文图
斯依然在联赛和欧战赛场凯歌
高奏。尤文图斯的防守基因从未
改变，依然是欧洲的防守之王。
相比起尤文图斯，巴塞罗那则是
拥有 MSN 组成的超豪华锋线。
特别是在与巴黎圣日耳曼的交
锋中，巴塞罗那进攻实力尽显，
完成了欧冠历史上最大比分逆
转。经历这样的一场战役后，巴
塞罗那全队士气大增，有望在欧
冠更进一步。

前年的欧冠决赛，尤文图斯
和巴塞罗那狭路相逢，最终后者
夺冠。这一次，尤文的主力球员
大都已焕然一新，能否改变本世
纪一直无缘欧冠的窘境呢？

强弱分明

马德里竞技VS莱斯特城
1/4决赛首回合
4月13日2：45
卡尔德隆球场
1/4决赛次回合
4月19日2：45
皇权球场

马竞和莱斯特城的相遇，可
谓是本轮淘汰赛实力差距最大的
一组。马竞四年三进欧冠四强，是
不折不扣的强队杀手，拜仁、巴萨
都曾倒在其脚下。在西蒙尼的执
教下，马竞成为欧冠硬骨头。以他
们的球员配置难称豪门，可是总
能在逆境中创造奇迹。历经两届
欧冠决赛失利，马竞有足够勇气
再杀回去。

莱斯特城成为英超唯一的八
强球队，可谓最大的讽刺。目前莱
斯特城在英超忙于保级，还好最
近球队成绩有所起色，暂时逃离
了降级区。不过对阵马竞这样的
球队，莱斯特城很难更近一步了。
不过狐狸城上赛季创造了英超奇
迹，这一次杀进欧冠八强已经足
够成功。

新仇旧恨

拜仁慕尼黑VS皇家马德里
1/4决赛首回合
4月13日2：45
安联竞技场

1/4决赛次回合
4月19日2：45
伯纳乌球场

这是本次八强的巅峰对决，
拜仁对阵皇马可谓是决赛级别
的较量。当代欧洲有三支公认的
强队，那就是拜仁、巴萨和皇马。
如今，两支球队就要提前对阵，
不论谁被淘汰都是欧冠的损失。

这次对阵可谓是看点颇多。
在主教练方面，拜仁主帅安切洛
蒂带领皇马走上了欧冠之巅，之
后齐达内接替其成为球队新帅。
所以这一次，两位名帅的斗法也
是一大看点。在前一个赛季，皇
马两回合5球战胜拜仁，杀进欧
冠决赛。这一次，拜仁方面兵强
马壮，并且已经摆脱了大面积的
伤病困扰，将与皇马上演真正的
硬碰硬。此外，克罗斯和阿隆索
两位中场球员也将分别对阵老
东家。

在欧冠八强出炉后，很多球
迷发现多达4支球队是拉涅利曾
执教过的。执教生涯中，拉涅利曾
先后带过马竞、尤文、摩纳哥、莱
斯特城这四支队伍。只可惜，这位
带领莱斯特城上赛季创造神话的

老帅已被炒了鱿鱼。
拉涅利，人称补锅匠，职业生

涯曾闯荡多国联赛，很少在一支
球队执教超过2年。补锅匠的外号
是形容拉涅利善于对阵容进行小
范围的改造，从而在无需大投入
的情况下提升球队实力。在率领
莱斯特城上演惊天神话前，拉涅
利从未赢得过大赛冠军，并因此
遭到了穆里尼奥的嘲讽。

2015年7月，莱斯特城解雇了
功勋主帅皮尔森，并聘请拉涅利
担任他们的新教练。当时，蓝狐高
层给拉涅利的目标是保级。没想

到，拉涅利却和弟子们联手缔造
了足坛史上的最大奇迹之一，蓝
狐莱斯特城力压一干豪门，成为
英超 2015-2016 赛季的冠军。繁
华之后，便是沉寂。本赛季，莱斯
特城在联赛中的战绩很不理想，
濒临降级，老板在 2 月 24 日宣布
拉涅利下课。拉涅利下课后，莱斯
特城势头明显好转，已经豪取 3
连胜，并成功跻身欧冠八强。

欧冠1/4决赛的对阵结果已
经揭晓，莱斯特城VS马竞，这是
拉涅利两大前雇主的对决；摩纳
哥VS多特，这是一场激情和青春

的对决，看着场上的这批摩纳哥
新星们，拉涅利是否会想起自己
在摩纳哥的那段岁月呢？尤文VS
巴萨，这是一场矛与盾的对决，拉
涅利期待尤文能用强悍的防守限
制巴萨的强攻……

进入教练行业近30载，拉涅
利共执教了14支球队，培养过无
数位球员，可谓桃李满天下。只
是，目前赋闲在家的老帅看着自
己昔日执教过的的球队在赛场驰
骋，他心中是否会有一丝的悲凉
呢？他的下一站又会是在哪里？

风过乡

拉涅利成欧冠大赢家 八强他执教过一半

□记者 李康培

2017赛季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抽签仪式17日在欧足联总部进行，“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将与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
上演强强对话，安切洛蒂将重返伯纳乌，挑战旧主。对双方来说，这无疑是最坏的结果之一。其余对阵分别是多特蒙德德VS
摩纳哥、尤文图斯VS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VS莱斯特城。

排
名

球员 球队
进
球

1 梅西 巴塞罗那 11

2 卡瓦尼 巴黎 8

3 奥巴梅扬 多特 7

4 莱万 拜仁 7

5 默滕斯 那不勒斯 5

5 本泽马 皇马 5

5 阿圭罗 曼城 5

8 厄齐尔 阿森纳 4

8 格里兹曼 马竞 4

8 图兰 巴塞罗那 4

本赛季欧冠射手榜

欧冠历史射手榜

欧冠夺冠次数榜

历届欧冠冠亚军榜

扫码观看
欧冠八强精彩视频

安安切切洛洛蒂蒂和和齐齐达达内内的的斗斗法法将将成成欧欧冠冠一一大大看看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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