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独大的时代早已过去
眼看欧洲四大联赛晋升最

后几轮，NBA东西部半决赛也
已接近尾声，与以往不同的是，
无论欧洲还是北美，无论足坛
还是NBA，均呈现出一种群雄
逐鹿的态势，最次也是双骄争
霸。即便是德甲班霸大拜仁，也
曾被莱比锡红牛超越，他们提
前夺冠的路程，实在算不上太
轻松。

英超虽然比赛质量每况愈
下，但豪门的底子仍在，切尔西
凭借三中卫肆虐英格兰，吓得诸

多豪门不敢喘大气。然而，在联
赛仅剩两轮的情况下，他们还是
无法提前锁定冠军——— 虽然传
统四大豪门中的其他三家早已
不复往日荣光，但新贵热刺依然
死死跟住了领头羊的步伐。4分
的差距对蓝军来说并不保险，他
们依然需要赢。

原本拜仁一家独大的德甲，
现在也开始扑朔迷离起来。这其
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搅局者莱
比锡。本赛季上半程，他们甚至
一度力压拜仁拿下联赛头名，直
接把大拜仁吓出了一身冷汗。不
过下半程拜仁还是显示出了豪

门底蕴，没有给红牛太多机会，
提前夺得了五连冠。巧的是，下
一场比赛，正是莱比锡与拜仁的
正面交锋。

德甲一家独大，西甲双雄争
霸。本赛季的西甲，依然是皇马
与巴萨之间的战场，老三马竞连
季军的位置都差点不保。巴萨虽
然暂列头名，但死敌皇马却少赛
一场。这也意味着，西甲双骄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不允许有任何
失误。巴萨只要不胜就万劫不
复，皇马稍好，但也只有一场平
局的容错空间。

唯一一个有可能提前夺冠

的队伍，还是老妇人尤文图斯。
不过，尤文称霸联赛，多少有意
甲整体衰落的原因在其中。米兰
双雄只能惨淡经营，连带着整个
意甲的影响力都每况愈下。法甲
就更不用提了，缺少了伊布的大
巴黎，甚至被摩纳哥抢去了风
头，如此情况下，班霸的名头怕
是要易主了。

但无论如何，这依然是最好
的时代。没有哪支队伍能长久地
屹立在顶端，缺少了对手的竞技
项目还有啥意义？别忘了，强大
如国乒也刚刚栽了跟头，有时候
多点竞争，不是坏事。

□记者 谢新奥

5月13日03:00
英超第37轮

西布朗-切尔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5月13日19:30
英超第37轮

曼城-莱斯特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5月14日23:30
英超第37轮
热刺-曼联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5 月 13 日 08:00
NBA 东部半决赛第 6 场

奇才-凯尔特人
腾讯体育

5 月 15 日 08:00
NBA 西部半决赛第 7 场
马刺-火箭(如有需要)

腾讯体育

5 月 16 日 08:00
NBA 东部半决赛第 7 场
凯尔特人-奇才(如有需要)

腾讯体育

焦点赛事

曼联与阿森纳的争四大戏
落下帷幕，很遗憾，穆里尼奥未
能延续神奇。在输给阿森纳之
后，曼联已经近乎丧失了争四主
动权。于是，欧联杯冠军成为穆
里尼奥的唯一出路。

反观热刺，虽然与联赛领头
羊切尔西的积分仍有差距，但稳
坐亚军问题不大，他们相当于提
前拿到了下赛季欧冠的入场券。
如果说曼联是没落的贵族，那么
热刺就是雄起的新秀，这场新与
老的战斗看点颇足。

对红魔而言，除去心理上的
障碍，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队内伤

病问题，这种情况让穆帅很难驾
驭双线作战。当伊布、罗霍、卢
克·肖赛季报销，穆里尼奥手上
能打的牌越来越少了。

曼联情况差，热刺也好不到
哪里去。上一轮的德比大战中，
已经取得9连胜的热刺意外折
戟，0:1不敌西汉姆。联想以往热
刺最后一刻掉链子的调性，很可
能这会是他们连败的开始。所
以，这场焦点比赛，说到底就是
个比惨大会。

推荐理由：英超比惨大会正
式开始，有请永远拿不了冠军的
热刺和身残志坚的曼联上场！

5月15日02:00
西甲第37轮

皇家马德里-塞维利亚
PPTV

5月15日02:00
西甲第37轮

拉斯帕尔马斯-巴塞罗那
PPTV

5月15日02:00
西甲第37轮

贝蒂斯-马德里竞技
PPTV

在遗憾丢掉西班牙德比之
后，皇马的争冠形势急转直下。
目前，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皇马
和巴萨同分，只因胜负关系排在
第二位。照理说，这种情况下皇
马应该拥有更多心理优势，不过
由于赛程问题，现在皇马反而成
了更加焦虑的一方。

双线作战再加上联赛的补
赛，皇马赛程如此密集，即便铁
人也吃不消。塞维利亚是皇马剩
余三个对手里，实力最强的一
个。不过，塞维利亚的强也只是

相对强而已。目前，塞维利亚积
分榜排行第四，和第三马竞并没
有拉开太大差距。不过前一段塞
维利亚的战绩实在糟糕。他们已
经5轮客场不胜。

对现在的塞维利亚来说，已
经不用顾忌下一个对手到底是
谁了，放开了手脚去打便是。如
果他们还想去欧冠转一圈，那么
皇马是个绕不开的强敌。

推荐理由：现在还如此关注
皇马比赛的，大概也只剩下巴萨
球迷了。

5月13日21:30
德甲第33轮

奥格斯堡-多特蒙德
风云足球

5月13日21:30
德甲第33轮

莱比锡-拜仁慕尼黑
CCTV-5

5月13日21:30
德甲第33轮

不莱梅-霍芬海姆
网络直播

对拜仁而言，这或许并不是
一场特别重要的比赛。毕竟他们
早已将德甲冠军收入囊中，接下
来的比赛轻松惬意。不过对于莱
比锡而言，这或许是一场值得付
出更多努力去战斗的比赛。这支
新军在联赛上半程曾经给拜仁
制造过大麻烦。

这场比赛，更像是老大哥和
新小弟之间的对话。拜仁像武林
老前辈，一身武功独步天下，有
时却因过于保守而马失前蹄。莱
比锡像武林新秀，更像张无忌那
般横空出世搅乱整个武林格局

的少侠。只可惜，少侠虽然初出
茅庐时一往无前，江湖经验却不
足，在关键时刻往往易出昏招，
在与武林前辈角逐的道路上落
了下风。

拜仁可以享受联赛剩下的
比赛，莱比锡却必须为了保住联
赛第二而继续努力。别忘了，在
他们身后，大黄蜂多特蒙德仍旧
虎视眈眈。想要稳稳凭借联赛成
绩打入欧冠，莱比锡需要努力给
拜仁制造麻烦。

推荐理由：年轻人，未来是
你们的，但现在还是大拜仁的。

5月14日02:45
意甲第36轮

亚特兰大-AC米兰
PPTV

5月14日18:30
意甲第36轮

国际米兰-莎索罗
PPTV

5月15日02:45
意甲第36轮

罗马-尤文图斯
CCTV-5

在AC米兰和国际米兰双双
堕落之后，尤文图斯守住了意甲
最后一丝尊严，欧冠上打得好，
联赛也是风生水起。在联赛晋升
三轮的情况下，他们领先第二名
罗马7分，巧合的是，他们下一场
的对手正是罗马城。

这也意味着，如果老妇人下
一场击败罗马，他们就能够提前
两轮夺冠，成为四大联赛中继拜
仁之后，第二支提前夺冠的球
队。话虽如此，罗马也不是好欺
负的。上一轮，罗马客战米兰城，
疯狂打入四球，AC米兰欲哭无

泪。也正是由于这场比赛的胜
利，罗马成功超过那不勒斯，攀
升至联赛积分榜第二位。

如果在这个时候翻船，尤文
图斯也不会被叫做老妇人了。尤
文运气不错，欧冠抽签成功避开
马德里双雄，再次抽中大礼包。
联赛第一名的位置相当巩固，就
算不小心丢一场球，也无碍大
势。对尤文图斯而言，本赛季的
联赛冠军早已是囊中之物。

推荐理由：或许这是证明尤
文图斯只会窝里横的又一场比
赛罢了。

即便拿下常规赛东部第
一，凯尔特人依旧难以摆脱
陪太子读书的形象。毕竟那
边的詹老汉已经火力全开，
相比之下，陷入苦战的绿军
完全没有第一的气势。

现在的凯尔特人全民皆
兵。要是单拿出来看的话，除
了布拉德利和霍福德，剩下
哪个都觉得是联盟的残次
品，要么少点这要么缺点那。
但是把这群人放在一起偏偏
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早在
14年那个25胜的赛季，凯尔
特人走的就是这条路，整季
队内四人场均得分过两位
数，从最初的以Big3为核心
向团队篮球转型。这条路走
到现在，不可谓不成功。

但是，这并不是凯尔特
人的完全体，现在虽然有了
霍福德和托马斯，但是他们
两个很明显还不是波士顿的
真命天子。波士顿的筹码足
够多，而且也足够得诱人，动
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
旦拥有了顶级的球星，那么
这支球队的阵容深度将是可
怕的。

所以，凯尔特人或许在
本赛季依然不会走的太远，
但谁会在意呢？或许绿军一
飞冲天的时间不远了。

推荐理由：地表最强一
米七五

热刺 曼联

vs

皇家马德里 塞维利亚

vs

莱比锡 拜仁

vs

罗马

vs

比赛时间：5月14日23: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穆里尼奥、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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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赛事

焦点赛事

比赛时间：5月15日02: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皇马、夺冠

比赛时间：5月13日21: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大拜仁、尊严之战

比赛时间：5月15日02: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尤文图斯、提前夺冠

焦点赛事

vs

比赛时间：5月13日08:00
直播平台：腾讯体育
关键词：绿军、托马斯

奇才 凯尔特人

尤文图斯

欧洲足球
AC米兰1：4罗马
阿森纳2：0曼联

热那亚1：0国际米兰
利物浦0：0南安普顿
尤文图斯1：1都灵
拉纳达0：4皇马

巴塞罗那4：1维拉利尔
那不勒斯3：1卡利亚里
马德里竞技1：0埃瓦尔

巴黎圣日耳曼5：0巴斯蒂亚
拜仁慕尼黑1：0达姆施塔特

多特蒙德2：1霍芬海姆
曼城5：0水晶宫
西汉姆 1：0 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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