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场焦点战你看哪一场？

10月14日19:00
西甲第8轮

毕尔巴鄂VS塞维利亚
PPTV

10月14日22:15
西甲第8轮

赫塔菲VS皇马
PPTV

10月15日18:00
西甲第8轮

埃瓦尔VS拉科鲁尼亚
PPTV

西甲赛场

今年夏天，格列兹曼一度接
近加盟曼联，但因为马竞处于
FIFA 转会禁令期，最终没有办
法放人。格列兹曼续约，与球队
的新合同到 2022 年。不过，等到
马竞转会禁令期结束后，格列兹
曼的违约金将回到 1 亿欧元。

现在，巴萨就对格列兹曼表
达了明确的兴趣，据悉，巴萨明
年夏天就会对法国球星发起攻
势，据悉，无论是巴萨高层还是
巴萨主帅巴尔韦德，都十分欣赏
格列兹曼。此外，格列兹曼的经

纪人一直和巴萨保持着联系，这
无疑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格列兹曼是马竞天王，并且
只有 26 岁，在法国国家队，格列
兹曼也是王牌球员。甚至在 2018
年，格列兹曼更是被看作金球奖
的热门人选。因为明年是世界杯
年，而法国队是夺冠热门，如果
格列兹曼能够率队获得世界杯
冠军，格列兹曼很有希望拿到金
球奖。

推荐理由：看巴塞罗那能否
继续保持全胜。

10月14日22:00
英超第8轮

曼城VS斯托克城
PPTV 上海体育

10月14日19:00
英超第8轮

水晶宫VS切尔西
PPTV

10月14日22:00
英超第8轮

热刺VS伯恩茅斯
PPTV

曼联球员即将在卡林顿训
练场迎来一名熟悉的新援。伊布
已经确定将会回归训练中心，进
行每天的恢复性训练。

伊布 4 月受伤，手术后膝盖
恢复速度惊人。8 月与曼联续签
一年新合同后，伊布初定将在 12
月重返球场，他的复出之战可能
是做客酋长球场对阵阿森纳。

此前，伊布也在卡林顿进行
过伤后训练，但随后返回祖国瑞
典养伤。而 ESPN 报道披露，从
11 月份开始，伊布将会每天到卡
林顿报到，意味着伤势恢复进入
最后阶段。

上周四，曼联传奇前锋安

迪·科尔发出一张在卡林顿和伊
布的合影，而最近几周，大奉先
也频繁现身曼彻斯特。本赛季，
替代伊布的中锋卢卡库迄今打
入了 11 球，快要逼近前任 9 号上
赛季 28 个进球的一半。

曼联的另一位受伤巨星博
格巴目前还在美国训练，但穆帅
和俱乐部考虑为他引进一名教
练，以避免他的脚筋再次受伤。
博格巴的伤势并没有确定的痊
愈日期，英国《每日星报》称，曼
联认为他的跑动方式可能也是
受伤的根源。

推荐理由：利物浦将是曼联
新赛季首个强敌。

10月15日02:45
意甲第8轮

罗马VS那不勒斯
PPTV

10月15日18:30
意甲第8轮

佛罗伦萨VS乌迪内斯
PPTV

10月16日02:45
意甲第8轮

国际米兰VSAC米兰
PPTV

尤文图斯在下轮意甲联赛
中对阵拉齐奥，不过经过国家队
比赛日后，尤文可能会有 8 名球
员无缘这场战役。

此前尤文阵中就有多名伤
员，尤其是在中场位置，包括马
尔基西奥、赫迪拉和皮亚尼奇等
人都因伤休战。而在国家队比赛
日中，曼朱基奇和巴尔扎利也遭
遇到了伤病。虽然巴尔扎利和皮
亚尼奇可能会在欧冠小组赛中
复出，但赫韦德斯和德西利奥两
人依然会因伤无缘这场比赛。

加上长期养伤的皮亚察，在
接下来和拉齐奥的联赛中，尤文
可能会有 8 名球员因伤缺席。

据意大利媒体消息，考虑到
赫韦德斯的伤病问题，尤文可能
不会激活他的买断条款，而是考
虑引进拉齐奥中卫德弗里。赫韦
德斯由于大腿肌肉拉伤未痊愈，
本赛季至今还没有为尤文出场，
目前来看，赫韦德斯很难在尤文
图斯站稳脚跟。

推荐理由：尤文需要胜利捍
卫自己的意甲霸主地位。

阿扎尔是切尔西的头牌，最
近几个赛季也一直与皇马联系在
一起。比利时的著名记者特利尔
爆料称，一旦阿扎尔在明夏的世
界杯上有出色的发挥，皇马很可
能会签下他。

阿扎尔在 2014-2015 赛季发
挥高光，他也被媒体比作下一个
英超的 C 罗与贝尔，而从此之后，
每个夏窗有关阿扎尔将会转投皇
马的消息都不断被爆出。

近日比利时的著名记者特利
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扎
尔在明夏的世界杯上有出色的发

挥，皇马很可能在世界杯后签下
阿扎尔，只要齐达内还是皇马主
帅，阿扎尔加盟皇马的可能性就
会一直存在，即使到时阿扎尔与
切尔西签订了长约也无所谓。”

特利尔还表示：“到了那时，
阿扎尔将会在皇家马德里与切尔
西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与他
未来的职业生涯关系巨大。现在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阿扎尔是否会
在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内与切尔
西续约。”

推荐理由：面对老东家，希望
贝尔能够复出。

近日，2017 年阿联酋世
俱杯的抽签仪式在阿布扎比
举行。皇家马德里作为欧洲
冠军出战，将会直接参加半
决赛，他们的半决赛对手会
在亚洲冠军球队、大洋洲冠
军球队以及东道主球队之间
产生。

2 0 1 7 年的世俱杯会在
12 月 6 日至 16 日在阿联酋
举办，总共有七支球队参加
这次比赛，除了欧洲、中北
美、南美、亚洲以及非洲冠军
外，大洋洲的冠军以及东道
主球队阿尔贾兹拉队也会参
赛。本届世俱杯揭幕战会在
阿联酋阿布扎比半岛和新西
兰奥克兰城之间展开，决赛
时间为北京时间 12 月 17 日
凌晨 1 点。

具体的抽签结果为，东
道主球队阿尔加兹拉将会与
大洋洲的冠军球队奥克兰城
队进行一场比赛，比赛的胜
利者将会与亚洲冠军球队
(今年的 1 1 月 2 5 日决出冠
军)进行一场比赛，而这场比
赛的胜利者将会在世俱杯半
决赛中对阵欧洲冠军皇家马
德里。

目前中超球队上海上港
已经进入了亚冠半决赛，一
旦上海上港获得亚冠冠军，
或者也可以得到与皇家马德
里对战的机会。如此近距离
与豪门球队切磋，希望上海
上港不要错过如此好机会，
一鼓作气拿下亚冠冠军。

除此之外，中北美的冠
军球队帕丘卡将会与非洲冠
军球队(11 月 5 日决出冠军)
进行一场比赛，比赛的胜者
将会与南美洲的冠军 ( 1 1 月
29 日产生冠军 )进行世俱杯
的半决赛。最终，两场半决赛
的胜者将会进行世俱杯决赛
的较量。

推荐理由：挑战皇马的机
会，上港可不要错过。

马竞 巴塞罗那

vs

利物浦 曼联

vs

拉齐奥

vs

比赛时间：10月15日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西蒙尼

意甲赛场

比赛时间：10 月 14 日 19: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卢卡库 库蒂尼奥

比赛时间：10月15日0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伊瓜因 迪巴拉

比赛时间：10 月 18 日 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C罗 凯恩

亚冠半决赛

比赛时间：10 月 18 日 18: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奥斯卡 胡尔克

上海上港

隔记者 李康培

在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结
束后，欧洲五大联赛以及欧冠联
赛又要重启。本轮联赛将上演多
场强强对话，对球迷而言可谓是
疯狂的一周。

西甲联赛，马竞和巴塞罗那
将直接对话。目前在联赛中，巴
塞罗那 7 轮 7 胜净胜 21 球，位
居积分榜第一位。马竞则是 7 轮
比赛 4 胜 3 平，积 15 分位居第
四位。从两队状态而言，巴塞罗
那明显高出一筹。在损失了内马
尔之后，这支西甲豪门没有落
寞，反而在联赛中展现出极强的

实力。不过本场比赛将在马竞主
场进行，胜负依然存有悬念。

英超利物浦和曼联迎来直
接对话。新赛季曼联在英超可谓
是势不可挡，前 7 轮比赛已经取
得了 6 胜 1 平，只是因为净胜球
劣势位居积分榜次席。利物浦前
7 轮比赛则是 3 胜 3 平 1 负，暂
时排在第 7 位。从双方实力以及
状态而言，曼联取胜机会更多一
些。不过利物浦向来有劫富济贫
的属性，上赛季让不少豪门吃到
苦头，这一次面对顺风顺水的曼
联，利物浦上演逆袭也说不定。

当然，本周强强对话最多的
还是意甲联赛。不知道是不是联

赛有意这样安排，还是实属巧
合，目前意甲最强的 6 支球队将
开始捉对厮杀。新赛季意甲以 7
场全胜开局的那不勒斯将客场
挑战积分榜第 5 位的罗马。尤文
图斯新赛季出现疲态，目前被那
不勒斯牢牢压制。本轮联赛，斑
马军团将直接面对拉齐奥。拉齐
奥目前只比尤文图斯少赢一场，
因此他们也渴望用一场胜利弥
补差距。另外，意甲还将上演米
兰德比。纵然这些赛季意甲联赛
关注度已经大不如前，但是米兰
德比依然是许多球迷期待的比
赛。目前在积分榜上，国际米兰
6 胜 1 平，位居积分榜第三位。

AC 米兰则是 4 胜 3 负，位居积
分榜第 7 位。

欧冠赛场也有两场强强对
话上演，分别是皇家马德里对阵
托特纳姆热刺以及曼城对阵那
不勒斯。皇马和热刺位于本赛季
欧冠 H 组，目前两轮比赛战罢
两支球队都是全胜，并且均是进
6 球丢 1 球。更为巧合的是，两支
球队甚至连主客场进球都一模
一样。因为同组还有多特蒙德的
存在，两支球队都需要谨慎面对
每场比赛。曼城和那不勒斯，一
个是英超进攻最强的球队，另一
个是意甲进攻最强的球队。因此
两支球队交锋注定精彩。

英超赛场

10月18日02:45
欧冠小组赛F组
曼城VS那不勒斯

PPTV

10月18日02:45
欧冠小组赛H组

希腊人VS多特蒙德
PPTV

10月19日02:45
欧冠小组赛C组
切尔西VS罗马

PPTV

以色列 0：1 西班牙
阿尔巴尼亚 0：1 意大利
德国 5：1 阿塞拜疆
丹麦 1：1 罗马尼亚
立陶宛 0：1 英格兰
安道尔 0：2 葡萄牙
白俄罗斯 1：3 荷兰
保加利亚0：1法国

一周重大比分

10 月 17 日 23:00
亚冠半决赛次回合

波斯波利斯 VS 阿尔希拉尔
P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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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 热刺

欧冠赛场

尤文图斯

vs

浦和红钻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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