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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克斯真是拜仁大救星？

10 月 22 日 00:30
西甲第 9 轮

瓦伦西亚 VS 塞维利亚
PPTV

10 月 22 日 22:15
西甲第 9 轮

塞尔塔 VS 马竞
PPTV

10 月 23 日 02:45
西甲第 9 轮

皇马 VS 埃瓦尔
PPTV

西甲赛场

西甲仅仅踢了 8 轮，梅西已
经取得了 11 个进球，不过如果门
柱对他更友好的话，那梅西现在
已经打进了 17 球！如今梅西在西
甲不仅进球数第一，打门柱的次
数也第一，西班牙《世界体育报》
为此也称梅西是“进球之王”加

“门柱之王”。
客场对马竞的比赛，梅西未

能再取得进球。虽然马竞是梅西
最喜爱的对手之一，22 场比赛他
打入过马竞 22 球，但在比赛中，
梅西再次遭遇了门柱魔咒。在巴

萨 1：0 领先的情况下，比赛第 57
分钟，梅西在禁区前沿左脚踢出
任意球，虽然皮球飞过了人墙，
但却打在了门柱上。

算上本场比赛的打门柱，梅
西本赛季已经第 8 次打门柱了，
其中在西甲 6 次，在西班牙超级
杯和欧冠中各 1 次。值得一提的
是，算上被门柱挡出的那次任意
球射门，梅西本赛季已经主罚了
18 次任意球。

推荐理由：希望梅西这场不
要再打门柱。

10 月 21 日 19:30
英超第 9 轮

切尔西 VS 沃特福德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0 月 21 日 22:00
英超第 9 轮

哈德斯 VS 曼联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0 月 21 日 22:00
英超第 9 轮

曼城 VS 伯恩利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在已经结束的一场英超焦
点战中，利物浦在主场以 0：0 的
比分与死敌曼联战平。在客场战
平利物浦的结果对于曼联来说
完全可以接受，他们也凭借在死
敌身上拿到的这 1 分暂时占据
了积分榜的榜首。

但对于利物浦来说，主场仅
拿到 1 分的结果就不算那么令
人愉快了，这意味着他们距离英
超前四越来越远了。

自从在客场 0 ：5 被曼城屠
杀以后，利物浦在赛季开始阶段
的好状态就瞬间全无，他们陷入
了一段长时间的低迷。

而到目前为止一个半月过

去了，这样的低谷好像还没有要
过去的迹象。在这一个半月的时
间中，利物浦进行了 8 场的比
赛，却只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
利，胜率可谓连一般的中游球队
都不如。

此役过后，利物浦在英超积
分榜上与阿森纳同积 13 分，但
身前的阿森纳要比利物浦少赛
一轮，如果本轮顺利获胜就将超
越利物浦 3 分，而身后的伯恩利
和沃特福德一旦取胜积分也能
够超过红军，利物浦将掉到积分
榜中游的位置。

推荐理由：苦不苦，看看“红
军”利物浦。

10 月 22 日 21:00
意甲第 9 轮

AC 米兰 VS 热那亚
PPTV

10 月 22 日 21:00
意甲第 9 轮
都灵 VS 罗马

PPTV

10 月 23 日 02:45
意甲第 9 轮

拉齐奥 VS 卡利亚里
PPTV

在历史上第 290 次米兰德比
之前，AC 米兰前锋安德烈·席尔
瓦自信满满的预测球队将完胜
国际米兰。不过，蓝黑军团队长
伊卡尔迪可无法接受这样的比
分，在激烈的 90 分钟对抗中，阿
根廷球星上演帽子戏法，展现出
了王者风范，带领国米豪取联赛
3 连胜的同时，令同城对手尝到
了联赛 3 连败的滋味。

根据数据统计，伊卡尔迪此
役禁区内首次触球便洞穿了米
兰门神多纳鲁马把手的大门，阿

根廷人在危险区域的杀伤力相
当恐怖，而最重要的是，他总能
在多人的包夹围堵下寻得破门
空间，完成致命一击。

米兰德比中完成帽子戏法，
伊卡尔迪成为了国米历史上第 5
位完成此成就的球员，此前 4 位
分别是佩特利、阿马德、尼尔斯
和米利托。上一次在德比中有球
员完成帽子戏法还要追溯到
2012 年的 5 月(米利托)。

推荐理由：意甲当红两大射
手间的直接对抗。

回归拜仁，救火旧主的主帅
海因克斯，在自己上任的首场比
赛，即帮助拜仁慕尼黑拿到一场 5:
0 的大胜，结束球队各项赛事三场
不胜。如今已经 72 岁 158 天的海
因克斯也创造了拜仁的新纪录，
他不但成为第四次出任球队主帅
的教练，更是拜仁至今为止年龄
最大的主帅。

在安切洛蒂下课后，海因克
斯临危受命第四次出任拜仁主
帅。据拜仁高层透露，选择他是因
为球员对其满意度最高。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海因

克斯回归球队后，此前对俱乐部
引援和战术不满的大牌，如莱万、
托马斯·穆勒、博阿滕及罗本等
人，都瞬间变成乖宝宝，再没有任
何怨言。

尽管已经 72 岁，但海因克斯
在场边一丝不苟，真是老当益壮。
比赛开局阶段，他在场边指挥若
定并频频大声呼喊球员，当球队
进球时，海因克斯更是振臂高呼，
最后时刻他还戴上了老花镜，更
显别样魅力。

推荐理由：海因克斯能够带
领拜仁继续取胜？

大巴黎的买人行动还远
没结束，近来又出现各种消
息，显示大巴黎又要出手了。
例如：向摩纳哥报价 6000 万
欧求购法比尼奥，向阿森纳
报价 8000 万镑求购桑切斯，
向切尔西报价 9000 万镑求
购坎特。虽然这些消息无法
百分百确认，但至少说明大
巴黎的野心难以想象。

就在巴黎圣日耳曼如火
如荼地推进超级购人行动的
时候，终于摊上大事了。1 2
日，权威媒体天空体育报道，
巴黎圣日耳曼主席纳赛尔被
瑞士检察官指控行贿。不是
因为买人问题，而是因为世
界杯转播权问题。巴黎圣日
耳曼主席纳赛尔同时也是贝
因体育的 CEO ，也是卡塔尔
世界杯组委会的关键成员。

贝因体育的法国办公室
今天被搜查，这次搜查是欧
洲检察官组织和瑞士相关部
门一起合作的。指控纳赛尔
涉嫌向前国际足联联合会秘
书长瓦尔克大量行贿，主要
是为了 2026 年和 2030 年的
世界杯转播权。在这种情况
下，纳赛尔是很难逃过法律
的追责了。这将直接影响到
大巴黎在转会市场的操作。

除此之外，在一个月前，
针对大巴黎的无底线引援大
手笔，欧足联官方也宣布正式
就财政公平法案对巴黎圣日
耳曼展开调查，现在还处于调
查阶段。如果被欧足联认定存
在严重违规问题，大巴黎将面
临重罚。看来，如此高调惹众
怒的行为还是要谨慎行事，要
不然，肯定会被人找到把柄往
死里弄，不过，最终谁是赢家
还没定论，至少现在的情况是
巴黎圣日耳曼和其他俱乐部
都是输家，只有球员和经纪人
是赢家。

推荐理由：内马尔能否继
续在法甲闪光？

马拉加巴塞罗那

vs

热刺 利物浦

vs

国际米兰

vs

比赛时间：10 月 22 日 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苏亚雷斯

意甲赛场

比赛时间：10 月 22 日 23:0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凯恩 库蒂尼奥

比赛时间：10 月 22 日 02: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因西涅 伊卡尔迪

比赛时间：10 月 22 日 00: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海因克斯 穆勒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10 月 23 日 03: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卡瓦尼

巴黎圣日耳曼

隔记者 李康培

上任后的德甲首场比赛，海
因克斯率领拜仁慕尼黑主场五
球大胜弗莱堡。在欧冠不敌大巴
黎以及联赛依然落后多特蒙德
的情况下，这样的一场胜利对拜
仁而言可谓是及时雨。作为曾经
拜仁的功勋教头，海因克斯此番
出战备受期待。那么，这样的一
场胜利是否意味着拜仁将重回
轨道呢？

显然，这样的结论还下的太
早。海因克斯给拜仁带来的改变
有目共睹，可是联赛之路还很漫
长，欧冠小组赛依然是困难重

重，最终结果依然需要时间给出
答案。

无可否认海因克斯曾经给
拜仁带来的三冠王辉煌，这也是
近些年德甲巨人最高光时刻。在
安切洛蒂对球队逐渐失控的情
况下，拜仁管理层快刀斩乱麻，
重新开始选帅。最终，海因克斯
成为最佳人选，成为球队过度主
帅，将执教到赛季结束。

从海帅上任后的首场比赛
也能看出，老帅还是喜欢自己的
老部下。最让球迷高兴的是，海
因克斯把哈维·马丁内斯重新放
到后腰位置。当年，正是海因克
斯牢牢把马丁内斯放在首发位

置，和施魏因施泰格成为欧洲最
强搭档。从德甲首轮也能看出，
马丁内斯最适合的位置就是后
腰，拦截能力和覆盖面积无人出
其右。

不过，对海因克斯的考验还
是在欧冠赛场。最近几个赛季，
拜仁一直想在欧冠赛场有所突
破，从瓜迪奥拉到安切洛蒂，都
无法实现拜仁的目标。瓜帅和安
帅都是曾经的欧洲名帅，带队都
拿到过欧冠冠军，可在拜仁都是
提前下课。如今老帅归来，外界
对他的期望也是重现拜仁当年
的辉煌。

目前欧冠两轮战罢，拜仁慕

尼黑一胜一负位居小组赛第二
位，仅次于巴黎圣日耳曼。特别
是在与大巴黎的比赛中，拜仁慕
尼黑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完全没
有欧洲豪门风范。在本小组中拜
仁和大巴黎是出线大热门，关键
问题就是争夺小组头名。因此，
接下来与大巴黎的比赛将是非
常关键的。

当然，海因克斯只是暂时主
帅，赛季末便会离开。对于这样
一位老人，外界在成绩上也没有
过多要求。目前拜仁也需要进行
新老更替，未来能够继续称霸德
甲并在欧洲赛场扬威，就看球队
管理层的计划了。

英超赛场

10 月 21 日 02:30
德甲第 9 轮

沙尔克 VS 美因茨
PPTV

10 月 21 日 21:30
德甲第 9 轮

法兰克福 VS 多特蒙德
CCTV-5

10 月 21 日 21:30
德甲第 9 轮

莱比锡 VS 斯图加特
PPTV

罗马0:1那不勒斯
马德里竞技1:1巴塞罗那
多特蒙德2:3莱比锡红牛
沃特福德2:1阿森纳
第戎1:2巴黎圣日耳曼
尤文图斯1:2拉齐奥
热刺1:0伯恩茅斯
赫塔费1:2皇马
水晶宫2:1切尔西

一周重大比分

10 月 21 日 23:00
法甲第 9 轮

摩纳哥 VS 卡昂
PPTV

汉堡 拜仁

德甲赛场

那不勒斯

vs

马赛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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