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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的好日子又要到头了？

10月28日19:00
西甲第10轮

阿拉维斯VS瓦伦西亚
PPTV

10月28日22:15
西甲第10轮

塞维利亚VS莱加内斯
PPTV

10月29日00:30
西甲第10轮

马竞VS维拉利尔
PPTV

西甲赛场

此前在整个夏季转会窗中
媒体都在猜测关于梅西续约的
消息，并且在内马尔转会至巴黎
之后有媒体曝出梅西并没有在
续约合同上签字。在这之后各种
各样的消息传了出来，甚至有媒
体曝出曼城愿意斥资亿欧将梅
西从诺坎普带到伊蒂哈德，一时
之间似乎都是梅西将离开巴萨
的论调。

近日《世界体育报》则指出，
巴萨 CEO 奥斯卡·格雷乌表示
梅西已经在一份为期 4 年的续

约合同上签了字，并且考虑未来
也给梅西一份类似伊涅斯塔那
样的终身合同。据悉这个想法是
由一个会员向俱乐部提出的。

现年 30 岁的梅西本赛季已
经为巴萨联赛出场 8 次打进 11
球且有 2 个助攻，而欧冠赛场上
则是出场 3 次打进 3 球且有 1 个
助攻。可以说本赛季的梅西丝毫
未受到好帮手内马尔离开的影
响，相反的则是火力全开。

推荐理由：状态火热的梅西
能否攻克魔鬼主场？

10 月 28 日 22:00

英超第 10 轮
利物浦 VS 哈德斯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0月28日22:00
英超第10轮

西布朗VS曼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0月28日22:00
英超第10轮

阿森纳VS斯旺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在经历了 8 月份的进球荒
后，凯恩近期开始大爆发，之前
11 场比赛打进 11 球，包括英超
赛场 6 球，欧冠 5 球，多特蒙德
等球队皆成为凯恩的刀下鬼。欧
冠小组赛热刺客场战皇马的比
赛，凯恩表现不错，他逼迫银河
战舰后卫瓦拉内自摆乌龙，一度
助热刺客场取得领先，最终双方
1:1 握手言和。

对阵利物浦的比赛，凯恩延
续了最近上佳的状态。比赛仅开
始 4 分钟，他的进球便帮助热刺
取得领先，特里皮埃右边路挑
传，前插的凯恩晃过出击的利物
浦守门员米尼奥莱后，点球点射

空门入网。
这场胜利，让热刺结束了 10

战利物浦 3 平 7 负的耻辱成绩，
这也是北伦敦球会各项赛事 11
场不败，目前在英超积分榜上追
平曼联，仅落后榜首曼城 5 分。

数据统计显示，凯恩 2017 年
打进 39 球，仅次于梅西的 46 球，
排在自然年射手榜第二位，英格
兰前锋身后的射手有 38 球的巴
黎圣日耳曼锋霸卡瓦尼、打进 36
球的拜仁慕尼黑神锋莱万多夫
斯基以及打进 35 球的多特蒙德
射手奥巴梅杨等。

推荐理由：英超第二和第三
的直接对话。

10 月 29 日 22:00

意甲第 11 轮
乌迪内斯VS亚特兰大

PPTV

10月29日22:00
意甲第11轮

斯帕VS热那亚
PPTV

10月29日22:00
意甲第11轮

桑普多利亚 VS 切沃
PPTV

意甲第九轮比赛，尤文图斯
客场对战乌迪内斯，虽然先丢一
球，同时曼朱基奇被罚下，但是
斑马军却打入 6 个进球，以 6 :2
的比分击败了对手，这也是尤文
图斯时隔五年来在意甲客场第
一次打入 6 个进球。

同时赫迪拉本场比赛打入
三球，是球队赢球的绝对功臣，
而这也是赫迪拉职业生涯的首
个帽子戏法。

尤文图斯在最近状态不佳，
球队在联赛中两轮不胜，先是与

亚特兰大踢平，随后又输给了拉
齐奥队，球队的积分在联赛中位
居第四位，落后排名首位的那不
勒斯 5 分。

而在尤文对战乌迪内斯的
比赛前，排名前两位的那不勒斯
与国米踢成平局，因此尤文也迎
来了追分的绝佳机会。但是对战
乌迪内斯开场后不久，乌迪内斯
先入一球，但是赫迪拉的出色发
挥却拯救了尤文。

推荐理由：意甲新老两代霸
主的较量。

据拜仁官网消息，球队在
2016-2017 赛季的营收又创新高，
达到了 6 . 4 亿欧元。同时营利方面
也有大幅增长，税前营利增长
22 . 2%，达到 6620 万欧元；税后营
利则是 3919 万欧元，比去年增长
了 18 . 6%。

拜仁慕尼黑财务总监德雷森
说道：“在欧冠 1/4 决赛中被淘汰
以及德国杯半决赛出局，让我们
损失了大约 2500 万欧元。不过我
们仍然取得了收益，并且在财政
方面保持在欧洲最顶级的俱乐
部行列。比营收增长更重要的

是，我们的营利也增长了，所有
的重要指标都实现了两位数的
增长百分比。营收增长态势保持
稳定，这让我们有信心独立地继
续前进，不用借助任何外来的投
资人。”

鲁梅尼格同时也强调：“我们
想要成为德甲冠军，同时也想争
夺欧冠锦标。”他同时表示，拜仁
新的青训中心将会带来青年才
俊，球队也会继续在转会市场上
寻找并且签约合适的球员。

推荐理由：看拜仁谁来顶替
穆勒位置？

据西班牙《足球先生》报
道，切尔西主帅孔蒂希望能
带走皇马的边锋贝尔。而目
前皇马正在考虑清洗贝尔，
因为贝尔目前对皇马的重要
性正在降低，而且他的伤病
实 在 太 多 了 ( 目 前 正 在 养
伤)，双方很有可能在明年夏
天达成协议。

切尔西本赛季卖掉了前
锋迭戈·科斯塔，又引入了莫
拉塔，原本球队阵中又有阿
扎尔，虽然一直被皇马惦记
但至今仍未被挖走。而切尔
西除了阿扎尔之外的另外一
个边路始终缺乏一名实力足
够的球员，贝尔当年在热刺
就曾是英超 PFA 最佳球员，
回到英超适应性上没有太大
的问题，故此孔蒂也希望得
到他。

虽然皇马方面希望清洗
贝尔，但实际上，能够接收贝
尔的球队寥寥无几。贝尔是
皇马花费 1 亿欧元买来的，
能以让皇马接受的价格买走
他的球队本来就少，而且贝
尔去年续约到 2022 年，年薪
高达 1800 万欧元，这个年薪
已经超过了英超任何球星，
即便是曼联这样财大气粗的
球队，顶薪也只是 29 万英镑
的博格巴，折合成欧洲大陆
的税后年薪计算的话是 930
万欧元左右，几乎只有贝尔
的一半。

推荐理由：切尔西需要在
欧冠赛场证明自己。

巴塞罗那毕尔巴鄂

vs

曼联 热刺

vs

尤文图斯

vs

比赛时间：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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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19: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卢卡库 穆里尼奥

比赛时间：10 月 29 日 00: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迪巴拉 伊瓜因

比赛时间：10 月 29 日 00: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莱万 穆勒

欧冠联赛

比赛时间：11 月 1 日 03: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哲科 阿扎尔

切尔西

隔记者 李康培

连续两轮英超联赛，曼联先
是 0:0 闷平利物浦，又 1:2 不敌升
班马哈德斯菲尔德，之前的连胜
势头就此戛然而止。目前在英超
积分榜上，曼联已经落后同城死
敌曼城 5 分。好不容易看起来呈
现复兴之势的红魔，难道好日子
走到了头，又要重走这几年旧路
不成？

接下来的英超联赛，曼联将
在主场面对热刺挑战。目前在积
分榜上，热刺和曼联积分相同，
只是因为净胜球原因位居其后。
热刺近期在英超联赛中已经取

得四连胜，可谓势头正佳。上轮
联赛，热刺在主场 4:1 大胜利物
浦，让外界看到了这支球队的进
攻火力。因此，曼联和热刺的这
场比赛对双方而言，可谓是价值
6 分，均不容有失。

赛季之初，曼联曾呈现出复
兴的态势，各方面比赛都是大比
分获胜。卢卡库、博格巴的核心
地位，再加上姆希塔良以及马塔
等球员的发挥，穆里尼奥帐下的
曼联似乎终于要走出这些年的
低谷。

可是伤病的不期而至，让曼
联的用人捉襟见肘。博格巴和费
莱尼的缺阵，让曼联的中场硬度

下降不少，难以打出有效的反击
战术。上场对阵哈德斯菲尔德，
替换菲尔·琼斯上场的林德洛夫
完全不适应英超节奏，两次防守
失误，让英超升班马取得三分。
按照目前曼联的球员配置，林德
洛夫未来很难再进入曼联的主
力阵容，早寻下家才是上策。

另外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
穆里尼奥的战术选择。赛季初的
英超赛场以及欧冠赛场，曼联都
是攻势如潮，看起来赏心悦目。
可是从联赛客场挑战利物浦开
始，穆里尼奥似乎又进入“大巴
模式”，一门心思防守，进攻端丝
毫没有起色。对阵利物浦如此还

可以理解，毕竟对手实力强大。
可是面对升班马哈德斯菲尔德，
穆里尼奥依然选择保守，没有打
出压倒性的优势。在比分落后的
时刻，穆里尼奥似乎还没意识到
进球的重要性，终于开始围攻对
方球门。只可惜时间所剩无几，
对方全力防守，穆里尼奥和曼联
只得吃到一场败仗。

如今曼城踢得风生水起，进
攻组合赏心悦目，在英超呈现出
一枝独秀态势。在瓜迪奥拉的调
教下，曼城的进攻组织终于有了
些拉玛西亚的味道。在这样的情
况下，曼联需要尽快调整找回状
态，在积分榜上迎头赶上。

英超赛场

10月28日21:30
德甲第10轮

沙尔克VS沃尔夫斯堡
PPTV

10月29日22:30
德甲第10轮

不莱梅VS奥格斯堡
PPTV

10月30日01:00
德甲第10轮

斯图加特VS弗莱堡
PPTV

马赛 2：2 巴黎圣日耳曼
皇马 3：0 埃瓦尔
乌迪内斯 2：6 尤文图斯
塞尔塔 0：1 马德里竞技
热刺 4：1 利物浦
都灵 0：1 罗马
AC 米兰 0：0 热那亚
埃弗顿 2：5 阿森纳
广州恒大 5：1 贵州恒丰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莱比锡

德甲赛场

AC 米兰

vs

罗马

vs

11月1日03:45
欧冠小组赛A组
曼联VS本菲卡

PPTV

11月1日03:45
欧冠小组赛B组
凯尔特人VS拜仁

PPTV

11月1日03:45
欧冠小组赛D组

巴黎VS安德莱赫特
P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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