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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小组赛悬念即将揭晓

12 月 6 日 03:45
欧冠小组赛 A 组
曼联 VS 中央陆军

PPTV

12 月 6 日 03:45
欧冠小组赛 B 组

拜仁 VS 巴黎圣日耳曼
PPTV

12 月 6 日 03:45
欧冠小组赛 D 组

巴塞罗那 VS 里斯本竞技
PPTV

欧冠联赛

根据《每日邮报》的最新报
道，切尔西目前与主力门神库尔
图瓦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而为
了防止库尔图瓦离队造成的损
失，切尔西有意收购斯托克城门
神布特兰德。

今年 25 岁的库尔图瓦已经
是欧洲最好的门将之一，他的合
同将在 2019 年夏天到期。而根据

《邮报》报道，库尔图瓦本人并不
着急续约，似乎依然在对自己的
未来做着评估。据《邮报》透露，
目前库尔图瓦的周薪是 10 万英

镑，而他希望下一份合同能够将
薪水翻番，拿到 20 万英镑的周
薪。如今库尔图瓦发出的不着急
续约的信号，或许会成为接下来
一段时间孔蒂头疼的大事。如果
切尔西没能在赛季结束前达成
协议，恐怕库尔图瓦会步上桑切
斯和厄齐尔的后尘，让蓝军彻底
失去续约主动权。切尔西方面已
经与斯托克城门将布特兰德进
行了接触。

推荐理由：西甲第一和第二
的正面交锋。

12 月 7 日 03:45
欧冠小组赛 E 组
利物浦 VS 斯巴达

PPTV

12 月 7 日 03:45
欧冠小组赛 G 组

莱比锡 VS 贝西克塔斯
PPTV

12 月 7 日 03:45
欧冠小组赛 F 组
矿工 VS 曼城

PPTV

曾经有一个成语，被直接套
用在皇马身上，却让人觉得并没
有什么不妥，那就是四大皆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皇马一
直和四大皆空挂钩。直到最近几
年球队在欧冠赛场上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四年三度摘得欧冠冠
军，其中还打破了欧冠改制以来
没有球队能够卫冕的魔咒，这才
让人逐渐淡忘了那支被戏称为
四大皆空的皇马。

但是，这个赛季，皇马距离
四大皆空不再遥远。进入到 21
世纪之后，尤其是梦三巴萨时代
开启之后，在西甲的竞争中皇马
逐渐丧失了优势，说是被巴萨压

着打都没有毛病。皮克有一句话
说得好，在三个月前的西班牙超
级杯上，巴萨不敌皇马，皮克在
赛后难过的说，这是他十年来第
一次觉得自己的球队不如皇马。
这是大实话，上个赛季皇马凭借
着深厚的轮换阵容在双线都取
得了骄人的战果，表现也堪称能
够压巴萨一头。

据统计，在西甲百年的历史
中，从来没有哪支球队落后榜首
的球队十分还能逆转夺冠的。其
他的球队不行，现在的皇马估计
也悬。

推荐理由：欧冠顶级的进攻
大战。

12 月 2 日 20:30
英超第 15 轮

切尔西 VS 纽卡斯尔
PPTV

12 月 2 日 23:00
英超第 15 轮

莱斯特城 VS 伯恩利
PPTV

12 月 2 日 23:00
英超第 15 轮

沃特福德 VS 热刺
PPTV

在英超第 13 轮的比赛中，阿
森纳客场 1:0 小胜伯恩利，取得
联赛两连胜。在本轮全取三分之
后，阿森纳积得 25 分升至联赛第
4 位。

在这场比赛之前，切尔西和
利物浦战成 1:1，热刺则和西布朗
打成 1:1。这样以来，切尔西 13 轮
积 26 分，利物浦和热刺则分别是
24 分和 23 分。在上轮击败北伦
敦死敌后，阿森纳则是积得 22
分，本轮客战伯恩利只要取胜，
积分和排名都可超越利物浦和

热刺，升入英超前四。
不过阿森纳客场面对伯恩

利踢得并不轻松，若非切赫发挥
神勇，恐怕早已丢球。而在比赛
进行到补时阶段时，拉姆塞禁区
里被侵犯倒地，主裁判吹罚点
球，桑切斯主罚将球射进，帮助
阿森纳在客场绝杀对手，全取三
分。值得一提的是，阿森纳连续 3
次击败伯恩利，都是在最后时刻
绝杀对手。

推荐理由：看这次温格和穆
里尼奥的斗法谁能赢？

目前，尤文落在那不勒斯和
国际米兰的身后，排名意甲的第 3
位。对于争冠的话题，阿莱格里说
道：“我们并没有落后领头羊 27
分，只是排在两支保持不败的球
队身后，只落后 4 分。我们在亚特
兰大的身上丢掉了 2 分，当时球
队 2:0 领先之后停止了比赛。对阵
拉齐奥我们出现了短路，因为 8
分钟的时间失去专注而输球。”

“这是一场重要的胜利，因为
联赛七连冠并不容易，每个人都
希望击败尤文图斯，我们的目标
是在 3 月份保持住与顶级球队之

间的竞争。那不勒斯和国米仍然
保持不败，我们需要参加意甲、意
大利杯和欧冠，所以要在每一条
战线上都保持着希望。”

下轮，尤文图斯将会做客圣
保罗球场与意甲领头羊那不勒斯
一决高下。阿莱格里说，他希望这
会是一个美好的体育之夜。本赛
季他做了一些非常美好的事情，
而他们的成绩非同一般。现在领
先或者落后 1 分不算什么，重要
的是在最后冲刺阶段的结果。

推荐理由：有可能决定意甲
冠军归属的一场战斗。

德国媒体《图片报》消
息，拜仁在换帅方面又有了
新的方案，考虑本赛季结束
后，先与海因克斯续约一
年，然后慢慢选择心仪的主
教练，据悉南部之星目标直
指德国主帅勒夫。

本赛季初期，拜仁战绩
不佳，加之更衣室出现内
讧，俱乐部最终做出决定，
炒掉了去年夏天拿起球队
教鞭的安切洛蒂。海因克斯
曾多次执教拜仁，2 0 1 3 年
带队夺得三冠王后退休。

出山之后的海因克斯
立即让拜仁再次凝聚成一
个集体，虽然上周末联赛负
于门兴，但海帅本赛季执掌
拜仁的前 8 场比赛皆胜，不
仅欧冠小组赛顺利出线，还
登上了德甲积分榜首位，本
赛季争夺三冠王再次看到
希望。

海因克斯堪称妙手回
春，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
的，日前拜仁巨头赫内斯亲
承考虑让海因克斯留队继
续执教。早些时候，拜仁老
臣罗本接受采访时也表达
了类似的看法，希望海因克
斯放弃退休计划，继续与南
部之星合作。

《图片报》表示，拜仁很
难在市场上寻找到海因克
斯的替代者，正如名宿马特
乌斯所言，纳斯尔格曼的确
有执教南部之星的潜力，但
还需磨砺。如此情况下，拜
仁考虑延长与主帅海因克
斯的合同，慢慢甄选下一任
主教练，并盯上了德国主帅
勒夫。

推荐理由：不敌门兴之
后拜仁需要一场大胜。

马德里竞技切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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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 多特蒙德

vs

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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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12 月 6 日 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阿扎尔 格列兹曼

英超赛场

比赛时间：12月7日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C罗 奥巴梅扬

比赛时间：12月3日01: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厄齐尔 博格巴

比赛时间：12 月 2 日 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哈姆西克 迪巴拉

德甲赛场

比赛时间：12 月 2 日 22: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海因克斯 莱万

汉诺威

隔记者 李康培

本赛季欧冠小组赛前五轮
的战罢，有些小组出线形势已经
非常明朗，有的则是需要在最后
一战决定。12 月 6 、7 日欧冠小
组赛将展开第六轮，各路豪门将
逐一亮相，最终悬念即将揭晓。

目前 A 组积分领先的曼联
队出线形势稍好，只要他们在最
后一轮中不以 4 球以上的大比
分失利便可确保小组第一，不过
如果曼联队爆冷以 6 球以上的
大比分不敌中央陆军，他们也可
能带着 12 个积分被淘汰出局。

B 组两支豪门巴黎圣日耳

曼和拜仁均已提前出线，只是需
要在最后一轮的直接对话中决
定小组第一。目前，大巴黎 5 战
全胜积 15 分位居小组第一，拜
仁则是以 12 分在其后。虽然拜
仁在理论上还有超越大巴黎的
可能，但是双方的净胜球相差
18 个，很难通过一场比赛追赶。

切尔西则在 C 组积 10 分提
前出线，罗马积 8 分而马竞积 6
分。最后一轮如果马竞战胜切尔
西，而罗马战平卡拉巴赫，由于
胜负关系，马竞将获小组第 2 出
线。若马竞无法赢球，而罗马与
切尔西同分，那么由于胜负关
系，罗马将获小组第一出线。

D 组巴塞罗那已经提前出
线，尤文图斯和里斯本竞技将争
夺最后一个名额。小组赛最后一
轮，巴塞罗那将对阵里斯本竞
技，尤文图斯则要客场对阵早已
出局的奥林匹亚科斯。

利物浦所在的 E 组则是没
有一支球队确定提前出线，最后
一轮的较量可谓异常关键。除了
已经出局的马里博尔，利物浦、
塞维利亚以及莫斯科斯巴达都
有出线机会。最后一轮利物浦对
阵莫斯科斯巴达，马里博尔对阵
塞维利亚结束后才能确定本小
组出线的球队。

F 组曼城 5 战全胜，已经早

早小组头名出线。那不勒斯积 6
分排在小组第 3，小组第二名是
积 9 分的顿涅茨克矿工。最后一
轮顿涅茨克矿工主场对阵曼城，
拿分就小组出线，那不勒斯客场
对阵已经出局的费耶诺德。

G 组贝西克塔斯已经锁定
小组第一，波尔图和莱比锡则是
同为 7 分，摩纳哥已经无缘晋
级。末轮波尔图将在主场对阵摩
纳哥，莱比锡则是面对贝西克塔
斯。作为死亡之组的 H 组，热刺
早已锁定小组第一，皇马也已经
锁定小组第二，唯一的悬念就是
多特蒙德和希腊人竞技谁去参
加欧联杯。

欧冠联赛

12 月 2 日 01:30
意甲第 15 轮
罗马 VS 斯帕

PPTV

12 月 3 日 22:00
意甲第 15 轮

国际米兰 VS 切沃
PPTV

12 月 4 日 03:45
意甲第 15 轮

桑普 VS 拉齐奥
PPTV

摩纳哥 1:2 巴黎
瓦伦西亚 1:1 巴塞罗那
尤文图斯 3:0 克罗托内
哈德斯 1:2 曼城
热那亚 1:1 罗马
乌迪内斯 0:1 那不勒斯
AC 米兰 0:0 都灵
伯恩利 0:1 阿森纳

一周重大比分

那不勒斯 尤文图斯

意甲赛场

阿森纳

vs

拜仁

vs

12 月 2 日 22:30
德甲第 14 轮

不莱梅 VS 斯图加特
PPTV

12 月 2 日 22:30
德甲第 14 轮

勒沃库森 VS 多特蒙德
P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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