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大联赛正式开启一周双赛

9月16日21:30

德甲第四轮
拜 仁 V S 美 因 茨

PPTV

9月17日00:30
德甲第四轮

莱比锡 VS 门兴
CCT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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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赛场
在代表完浙江 U20 参加了

两场全运会比赛之后收获银牌
的张玉宁在周一的时候将会返
回不莱梅进行训练，在国家队比
赛期间没有参加国家队集训的
张玉宁在代表不莱梅的一场热
身比赛中为球队首开纪录，这也
体现出了他不错的状态。

其实在本赛季的德甲开始
之前很多人就表示其实在一线
队可能没办法出场的张玉宁没

准会被先在预备队进行锻炼，而
不莱梅的预备队参加的是德丙，
也就是德国的地区联赛。如果可
以踢的上比赛的话，其实在德丙
也可以有更好的锻炼，就像当年
曼联把贝克汉姆租借出去一样。
只是从目前来看张玉宁参加德
丙的资格也没办法拿到了，起码
是今年没办法参加德丙了。

推荐理由：张玉宁的首场正
式比赛何时到来？

9 月 16 日 21:30
英超第五轮

利物浦 VS 伯恩利
PPTV

9月16日22:00
英超第五轮

沃特福德 VS 曼城
CCTV-5+

科斯塔和切尔西的闹剧已
经持续了一个夏天，但是如今这
个闹剧依旧没有结束。由于在今
年夏天科斯塔和孔蒂之间的矛
盾彻底公开化，因此在这样的情
况下，也是让科斯塔在切尔西的
未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虽然说是上个赛季切尔西
队内的夺冠功臣之一，但是科斯
塔依旧因为和孔蒂的矛盾有可
能会被清理出去。不过目前最为
关键的问题是，自从上个赛季结

束离开切尔西之后，科斯塔就再
也没有回去过。

尽管说之前有消息称，科斯
塔将会和切尔西达成和解，所以
他将会返回到切尔西。但是根据
英国媒体的最新消息称，科斯塔
并没有回到切尔西，他目前仍旧
呆在巴西。这也是让原本看起来
已经打算要和解的事情，再次出
现了反转！

推荐理由：科斯塔出走记将
继续上演。

9月16日22:15
西甲第四轮

赫塔菲 VS 巴塞罗那
PPTV

9月17日02:45
西甲第四轮

马竞 VS 马拉加
PPTV

近日，根据《马卡报》的数据
显示，自从任命皇马教练以来，
齐达内为皇马赚了 1 . 094 亿欧
元，这 1 . 094 亿主要来自皇马在
欧洲赛场取得的成功。2015-2016
赛季齐达内率队赢下欧冠，这为
皇马带来 2950 万欧元的收入，上
赛季则获得了 5420 万欧元，这其
中包含了欧洲超级杯和世俱杯。

目前齐祖已经为皇马带来
了超过一亿欧元的收入，这不仅
仅帮助皇马赚回了当年为其付

出的天价转会费，而且还能继续
为其支付薪水，让他能够继续带
领皇马驰骋欧洲赛场。不得不
说，齐祖不仅踢球踢得好，当教
练也能执教豪门并且斩获多个
冠军，甚至包括欧冠这样的大
赛，而且就在带领球队一个接一
个拿下冠军的情况下，还为东家
赚到一笔不菲的巨款。

推荐理由：没有 C 罗，齐达
内需要找到解决办法。

对切沃一战，替补出场
的迪巴拉再次成为最佳球
员。连续三场意甲破门之后，
迪巴拉成为 1 3 年以来第一
位前三轮意甲均破门的尤文
球员，同时，迪巴拉还跨赛季
连续 5 轮意甲破门，创造职
业生涯最佳纪录。

迪巴拉赛后指出，“我的
状态很好，尽管因为长途旅
行我有些疲劳，但我很高兴。
替补出场总是很复杂，但当
时切沃希望主动进攻，因此
给了我们进攻空间。”

切沃门将索伦蒂诺赛后
笑言：“要是迪巴拉一直热身
而不上场的话，对我们该有
多好！我很幸运足够了解他，
因此我并不吃惊他这些年取
得的进步，我和迪巴拉做过
2 年半队友，想象一下他在
训练中有多少次进过我球。”

不莱梅 沙尔克

vs

切尔西 阿森纳

vs

皇家社会 皇马

vs

比赛时间：9 月 16 日 21 :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张玉宁 格雷茨卡

西甲赛场

比赛时间：9 月 17 日 20: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孔蒂 温格

比赛时间：9 月 18 日 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齐达内 本泽马

意甲赛场

vs

比赛时间：9 月 17 日 18: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迪巴拉 伊瓜因

尤文图斯莎索罗

隔记者 李康培

因为欧冠联赛已经开战，所
以从本周开始五大联赛陆续开
启了一周双赛节奏。当然，并不
是未来每一周都是一周双赛，但
是这样的节奏是球迷最喜欢的。
不但周末能看到精彩赛事，周中
也可以欣赏到各大豪门的表现。

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先要
在周末主场对阵美因茨，而后则
是客场挑战实力强劲的沙尔克
04 。在上轮德甲联赛中，拜仁慕

尼黑客场 0:2 不敌霍芬海姆，遭
遇赛季首败。上赛季，拜仁也在
客场 0:1 不敌霍芬海姆。如今看
来，霍芬海姆的内卡竞技场成为
德甲巨无霸难以逾越的球场。本
赛季拜仁可谓遭遇到了严峻挑
战，德甲的统治力已经无法比肩
之前几个赛季。而且安切洛蒂对
于穆勒和罗本、里贝里等人的使
用也饱受质疑，如今依然没有找
到解决的办法。如今面对一周双
赛，拜仁主力阵容轮换已经成为
必须。该如何使用穆勒，又该如

何调整老将出场时间，将考验着
名帅安切洛蒂。

皇家马德里也将面对严峻
的一周双赛考验。西甲第四轮，
皇家马德里需要前往客场挑战
皇家社会。紧接着，皇马又要在
西甲第五轮主场面对贝蒂斯。上
轮联赛，皇家马德里主场 1:1 战
平莱万特，爆出一大冷门。西甲
前三轮，皇马取得两场平均，西
甲冠军之路任重道远。因为 C 罗
的停赛，皇家马德里的进攻出现
严重问题，把握机会能力较差。

作为近几个赛季欧洲最好的球
队，齐达内遭遇到了上任以来最
大的危机。

巴塞罗那要面对的对手则
是赫塔菲以及埃瓦尔。新赛季巴
塞罗那更换了教练，更为重要的
是 MSN 被拆散，登贝莱取代了
内马尔位置。目前，登贝莱还没
有代表巴塞罗那首发出场，好在
上轮替补出场奉献助攻。从西甲
前几轮的比赛来看，巴塞罗那的
势头要好过皇家马德里，这与赛
季前外界的预期并不一致。

英超赛场

法国 0:0 卢森堡
匈牙利 0:1 葡萄牙
荷兰 3:1 保加利亚
天津权健 0:7 河北华夏
北京国安 1:3 天津泰达
西班牙 3:0 意大利
罗马尼亚 1:0 亚美尼亚
马耳他 0:4 英格兰
捷克 1:2 德国
北京国安 1:3 天津权健

一周重大比分

9 月 17 日 21:00
意甲第四轮

那不勒斯 VS 贝内文托
PPTV

9月17日21:00
意甲第四轮

都灵 VS 桑普多利亚
P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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