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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巴萨后，内马尔表现得
更像一名职业球员了。尽管已经
跟随巴萨拿到了无数荣誉，包括
欧洲冠军杯的冠军，但夺得金球
奖是他不变的追求。以此为动力
的他对欧洲联赛的适应超出了
人们的预期。在今年四月初对阵
格拉纳达的比赛中，内马尔完成
了加盟巴萨之后的百球里程碑，
他用了 177 场比赛，只比梅西少
了 9 场。

而在饮食方面，内马尔也做
了革新。一到巴萨后他就摒弃了
过去糟糕的饮食结构，在训练和
比赛期间他只喝含有维生素B、
蛋白质以及电解质的饮品来补
充水分，此外他还是健身房的常
客。他的恩师墨里西说：“比赛后
内马尔会做各种健身项目，其他
球员都会到泳池放松。人们往往
认为他是派对动物，但没有人比
他更努力。”

在巴塞罗那，梅西是不可撼
动的绝对核心。2013年来到红蓝
军团后，内马尔在薪资上就已经
和梅西处于队内第一集团，那时
候的他还没有在欧洲联赛踢球
的经历。人们担心他的到来会让
梅西感到别扭，也担心这两位南
美巨星无法共存。

在巴塞罗那，内马尔很难获
得和梅西一样的地位，他自己也
知道这一点。巴塞罗那的平台是
大部分球队无法企及的，但羽翼
渐丰的内马尔想要去法国闯出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人们可以
议论对错，却无法改变他的这次
选择。 网易体育

内马尔点名买他
新MSN将出炉

足坛第一土豪巴黎圣日
耳曼又要买人了！根据法国媒
体《巴黎人报》爆料，巴黎圣日
耳曼管理层最近对阿森纳大
腿桑切斯很有兴趣，而这一消
息透露出来后，巴黎圣日耳曼
当家球星内马尔也向球队表
示，希望引进桑切斯，重组球
队进攻线。

内马尔与卡瓦尼的争点
风波已经过去，但两人是否心
怀芥蒂，谁也说不准。单从球
队需要上来讲，桑切斯可能更
适合大巴黎，因为卡瓦尼是纯
正射手，而桑切斯不光能射
门，也可以助攻队友破门。

而且桑切斯和内马尔在
巴萨还做过一段时间的队友，
当时内马尔初来乍到，桑切斯
在球场上也帮了他不少。如果
桑切斯能够加盟，巴黎圣日耳
曼的前场三叉戟将是姆巴佩、
桑 切 斯 、内 马 尔 这 样 的 新

“MSN组合”。 综合

巴萨剥夺内马尔
俱乐部会员资格

据《世界体育报》报道，在
内马尔与巴萨就续约奖金一
事谈判失败后的同一天，内马
尔父子就被巴萨剥夺了俱乐
部会员的资格。

今夏内马尔以2 . 2亿欧元
的天价转会巴黎，正式告别巴
萨。不过，双方完全算不上好
聚好散。离开巴萨后，巴萨主
席巴托梅乌抨击内马尔，称其
辜负了巴萨信任。这番言论也
让内马尔勃然大怒，直言巴托
梅乌是“一个笑话”。此外，双
方还存在经济冲突，直至今日
还在纠缠。

在去年巴萨与内马尔的
续约合同中有一个2600万欧元
的续约奖金条款，而由于内马
尔今夏加盟巴黎，巴萨拒绝支
付尾款，并要求内马尔把先前
的850万欧元奖金归还，外加
10%的滞纳金。在遭到内马尔
拒绝后，巴萨将内马尔告上了
法庭。 综合

内马尔为何加盟巴黎？为了金球、钱还是核心地位？在接受法国Telefoot采访时，内
马尔父亲给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说法：内马尔不是为了金球奖才转会的，他是为了
帮助巴黎赢得欧冠奖杯！

如今内马尔在巴黎圣日耳曼踢得风生水起，逐渐证明了自己的身价。那么从年少
成名，到如今的成就，内马尔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2013年，桑托斯终究还是
没能留住内马尔。时任巴塞罗
那主席的罗塞尔不想错过这
位天才。来到了新环境的内马
尔，其私生活也被越来越多地
关注。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
封面，被称为“下一个贝利”，
然而到处都是对他不尊重对
手的指责。他的感情生活也成
为八卦杂志的头条新闻。而
他，则用巧妙的方式绕开了人
们的注意。

内马尔在桑托斯时的队
友埃拉诺爆料，内马尔曾在凌
晨三点多的时候找过自己：

“哥们儿，凌晨三点了，我要睡
了。”埃拉诺接着说：“后来我
们就去了海滩，买了三明治和
苏打水，并坐下来聊天。”

内马尔喜欢夜生活。他经
常在坐落于比利牛斯山脚下
的豪宅里举行烧烤派对，那里
可以俯瞰整个巴塞罗那。逆转
巴黎圣日耳曼的当晚，他和
F1 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一
道庆祝，此外他和 NFL 巨星
布雷迪也是好朋友。

但这些场外因素都没有
影响到内马尔的足球生涯，同
胞罗马里奥也给予了内马尔
很高的评价。他说：“我认为他
保持了很好的专注度，换作我
的话我做得远没有他好。他得
到了他想要的，任何发生在他
身上的事都会成为新闻，对这
样的球员来说，踢球不会容
易。他做得很棒，对内马尔，我
要说“祝贺”。”

1992年2月5日，内马尔出
生于圣保罗州的摩基达克鲁
易斯市，他的孩提时代被足球
所定义。他的父亲内马尔二世
也曾是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
内马尔从小就以他为偶像。

内马尔的家人都叫他“儒
尼尼奥”，现在也这么叫他。九
岁时，儒尼尼奥已经拥有了54
个足球。那时他和父母以及姐
姐拉法埃拉住在爷爷奶奶的
房子里，只能蜷缩着睡在角落
的一张床垫上。内马尔在自传
里写道：“床垫和衣橱之间只
有一部分狭小的空间，那儿就
是我用来踢球的地方。”有时
候姐姐和表妹詹妮弗也会加
入进来。

令人意外的是，内马尔第
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并不是因
为脚下的足球。那是 1998 年的
一天，他父亲在一场比赛中罚
丢了一记点球，而六岁的内马
尔则在看台的楼梯上不停地
上下跑动。这引起了当地五人
制足球的球探贝蒂尼奥的注
意。如今为桑托斯队工作的他
回忆道：“他不懈地跑着，就像
在平地上一样。他健壮、敏捷、
协调性好，这令我印象深刻。
他父亲身体和控球很好，母亲
又高又苗条，他们有着很好的
运动基因。我开始思考他踢球
的可能性了。”

贝蒂尼奥是对的。在足球
方面内马尔有绝佳的天赋，他
踢起球来就像是在跳桑巴舞，
充满律动和节奏感。于是贝蒂
尼奥把他带到了当地的一家
名叫桑蒂斯塔的业余五人制
足球队。谈及这段经历，内马
尔笑着说：“五人制足球影响
了我的踢法。它提高了我的技
术、快速思考能力以及在小范
围内移动的能力。它为我的足
球生涯打下了基础，对我很重
要。当你踢室外足球时，必须
迅速思考并且更快地移动，犹
豫一秒，球就会丢。比赛也更
加瞬息万变。为巴萨踢球时在
比赛中不会有太大空间，在场
上必须反应得更快。”

很快，内马尔就在自己参
加的第一项赛事中拿到了冠
军，并成为最佳射手，这让他
有了一丝名气，此时他年仅七
岁，这也是内马尔心中最为珍
贵的一座奖杯，至今仍被他珍
藏。11岁时他来到桑托斯青年
队，这支劲旅也是球王贝利长
期效力的球队。

内马尔的第一任青年队
教练、曾夺得过 1962、1963 洲
际杯冠军的安东尼奥·利马一
眼就看中了他。当时桑托斯队
没有 U-11 的梯队，但内马尔
的才华和潜力让利马说服了
青训主管齐托，他们建立了 U
-11 的队伍。而一年后，内马尔
已经代表 U-15 队出战了。

随着球技的精进，他在场
上的位置也更加靠前了，威胁
也更大了。这都要归功于他自
己，那种对进步近乎狂热的渴
望让他成为了众望所归的巴
西最强希望之星。利马说：“他
始终热爱足球，训练结束后他
总是留下来加练。他始终愿意
倾听意见，然后评估自己的比
赛。”时至今日内马尔仍将利
马看作是对他的足球生涯影
响最大的教练。

2006 年内马尔曾通过了
皇马的试训，但桑托斯队还是
留下了他。随着场上表现越来
越好，他的影响力迅速提升。
2011 年夺得南美解放者杯冠
军后，各种广告合同纷至沓
来。同样的，他在场上也受到
了对方的“重点照顾”，裁判对
他的判罚也越发严格，但内马
尔依然保持着谦逊的态度。率
领球队称雄解放者杯的教练
墨里西·拉马略说：“新援们都
会以内马尔为榜样。看着他在
午餐、晚餐以及训练时的表
现，他们也会变得自律。内马
尔从不抱怨。每次生日派对，
他第一批邀请的都是球队工
作人员。他自己也是从底层而
来。内马尔是教练梦寐以求的
球员，因为他是球队的偶像和
最好的球员，而且仍旧很努
力。他帮了球队太多。”

“犹豫一秒钟，球就丢了” 教练慧眼识珠 十足的夜猫子 为了进步，改变自己

在在梅梅西西身身边边，，内内马马尔尔永永远远是是二二当当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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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300球
内马尔仍不满足

对阵波尔多的破门，让内
马尔斩获俱乐部及国家队生
涯的第300个进球。

内少这300球包括国家队
79场52球，桑托斯225场136球，
巴萨186场105球以及巴黎8场7
球，能够用一个令人叹为观止
的绝妙任意球将俱乐部加国
家队的总进球数递增到3 0 0
个，内少确实是天赋异禀。不
要忘记，出生于1992年的他还
有4个月才会迎来26岁生日。

内少并没有因为迈入300
球大关而沾沾自喜，目前他为
巴黎圣日耳曼出场的8次就打
进8球，这是其职业生涯从未
有过的高效率，为桑托斯及巴
萨出战的第一个赛季，他的效
率分别是48场14球以及41场15
球，而加盟巴黎后，被视为绝
对王牌的他无缝融入球队。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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