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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冠军争夺就看这场
隔记者 魏露

北京时间12月11日英超联赛
将迎来一场焦点战役，那就是曼
联主场迎战同城死敌曼城。这场

“举世瞩目”的曼市德比不仅会
因双方历史恩怨导致比赛火药
味十足，而且此役会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
奖杯的最终归属。

英超联赛截至第 15 轮，曼
城取得 14 胜 1 平的不败战绩并
以 43 个积分高居积分榜榜首。
而曼联本赛季共取得 11 胜 2 平
2 负的战绩，以 35 个积分排在
积分榜第二位。

由于在联赛中的优异表现，
使得曼城成为了本赛季英超冠
军最有力的争夺者，而曼联则是
目前对于曼城争冠最具有威胁
的球队。如果曼城能在12月11日
的曼市德比中取胜，那么曼城将
会把争冠优势进一步扩大，从而
在积分榜上以11分的优势遥遥领
先于同城对手。

对于曼联来讲，本场比赛的
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谁都知道
输掉比赛几乎就等于提前告别
本赛季英超冠军的争夺。因此，
曼联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拿下这
场德比，从而在积分榜上缩小与
曼城的差距。

同时，在本场比赛之前，曼
城已经在联赛中豪取13连胜，追
平了由阿森纳和切尔西共同保
持的英超联赛单赛季最长连胜
纪录，如果曼城拿下曼联，那么
将会独自拥有英超历史单赛季
联赛最长连胜这一伟大纪录。

此外，本次曼市德比还将会
是瓜迪奥拉与穆里尼奥这两位
世界级名帅之间的直接对话。
两人的恩怨可谓是来源已久，
如今两人再次相遇英超赛场，上
赛季两人交手，瓜迪奥拉在两回
合的交锋中取得1胜1负的战绩，
其中首回合交锋同样是客场面
对穆里尼奥的曼联，瓜迪奥拉

以2：1的比分从老特拉福德球场
带走3分。

从两队近期的战绩来看，曼
城更胜一筹，近5轮联赛取得全
胜。而曼联则在近 5 轮联赛中取
得 4 胜 1 负的战绩。

相对于曼城来说，曼联在对
抗强队的比赛中表现不足以令
人信服，尤其是两次客场分别面
对利物浦和切尔西，穆里尼奥的
曼联只取得 1 平 1 负的战绩，这
对于志在争冠的曼联来说是一
个不好的信号。

不过本次主场面对曼城依
然是曼联球员以及穆里尼奥证
明自己的一个机会。

曼联 3：1 阿森纳
曼城 2：1 西汉姆联
国米 5：0 切沃
尤文 1：0 那不勒斯
巴黎 2：1 斯特拉斯堡
拜仁 3：1 汉诺威
巴萨 2：2 塞尔塔
毕尔巴鄂 0：0 皇马

一周重大比分

12 月 9 日 20：30
英超联赛第 16 轮

西汉姆联 VS 切尔西
PPTV

12 月 10 日 20：00
英超联赛第 16 轮

南安普顿 VS 阿森纳
PPTV

12 月 10 日 22：15
英超联赛第 16 轮
利物浦 VS 埃弗顿

PPTV

英超赛场

上轮联赛，曼联客场 3：1 战
胜阿森纳取得 4 连胜，不过比赛
中却出现了意外状况。第 74 分
钟，曼联中场大将博格巴在一次
平强中直接踩踏到阿森纳球员
贝莱林，被红牌直接罚下。虽然
赛后的采访中穆里尼奥和博格
巴都表达了对裁判的不满，但是
从慢镜头来看，博格巴其实是有
时间收脚的，但他还是凶狠地踩
了上去。

少了博格巴这位中场大将，
势必会对曼联的中场攻防造成

一定影响。因此，卢卡库作为曼
联今年夏天最重要的引援对象
必须在这场比赛中站出来。不过
考虑到卢卡库本赛季在曼联的
表现，尤其是其面对强队的表现
实在无法令人放心。

本赛季卢卡库共打进 8 粒
进球，不过全是在面对中下游球
队时所攻进的，而在面对利物
浦、热刺、切尔西和阿森纳这样
的豪强时，卢卡库却颗粒无收。

推荐理由：缺少博格巴的曼
联需要卢卡库站出来。

12 月 10 日 03：45
西甲联赛第 15 轮

瓦伦西亚 VS 维戈塞尔塔
PPTV

12 月 10 日 23：15
西甲联赛第 15 轮

贝蒂斯 VS 马德里竞技
PPTV

12 月 11 日 23：15
西甲联赛第 15 轮

比利亚雷尔 VS 巴塞罗那
PPTV

西甲联赛第 14 轮，巴塞罗
那主场意外的 2 ：2 战平维戈塞
尔塔，这也给了皇家马德里在积
分榜上追赶巴塞罗那的良机。

北京时间 12 月 3 日凌晨，皇
家马德里客场迎战联赛倒数第 6
的毕尔巴鄂，双方实力差距明
显，一旦皇马取胜就可以在积分
榜上将自己与巴塞罗那的差距
缩小到 6 分。但是皇马并没有抓
住机会，客场被毕尔巴鄂 0：0 逼
平，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皇家
马德里本赛季第三次全场比赛
没有取得进球。

联赛前 14 轮积 28 分，这是

皇马自从 2008-2009 赛季以来同
期最低分。2008-2009 赛季，舒斯
特尔执教的银河舰队 14 轮过后
积 26 分。要知道上赛季此时齐
祖已率队拿下 34 分，领先巴塞
罗那 6 分，而今则落后红蓝军 8
分，相对积分落差多达 14 分，反
差何其巨大。

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皇马
需要有人站出来帮助球队攻克
难关，本场客场对阵同积 28 分
的塞维利亚，C 罗率领的皇马不
容有失。

推荐理由：低迷的“银河战
舰”需要尽快走出眼前的困境。

12 月 9 日 22：30
德甲联赛第 15 轮

莱比锡 RBVS 美因茨
PPTV

12 月 9 日 22：30
德甲联赛第 15 轮
法兰克福 VS 拜仁

PPTV

12 月 10 日 01：30
德甲联赛第 15 轮
门兴 VS 沙尔克 04

PPTV

“大黄蜂”多特蒙德前 14 轮
取得 6 胜 4 平 4 负的战绩，目前
排在德甲积分榜第 6 位。本赛季
多特蒙德的表现无法令人满意，
不仅欧冠已经小组赛出局，而且
联赛中也处于前四之外。

云达不莱梅目前在积分榜上
排在倒数第二的降级区内，不过
好在球队与身前的几支球队差距
不大。由于张玉宁需要代表国足
出战 U23 亚洲杯，12 月 6 日，张
玉宁抵达广州开始参加集训。如
果 U23 国足在亚洲杯上走的够

远，张玉宁很可能要远离不莱梅
多达两个月的时间。

而这次张玉宁回国在德国媒
体中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不少
媒体认为：在不莱梅，张玉宁唯一
的作用就是参加热身赛。对德甲
来说，张玉宁是一个很糟糕的球
员。正如德国媒体所言，加盟不莱
梅很长时间以来，张玉宁一场正
式比赛都没踢。这不能不说是个
大问题。

推荐理由：张玉宁离队之后
不莱梅能否迎来“转运”？

意甲联赛第 15 轮，国际米
兰在主场 5：0 大胜切沃，从而以
1 分的优势力压那不勒斯登顶意
甲联赛积分榜榜首。这对于蓝黑
军团可以说是一个久违的时刻，
因为国米上一次在某一轮联赛
结束后登顶积分榜榜首还是在
2015-2016 赛季的第 18 轮。

值得一提的是，蓝黑军团本
赛季一直将争夺下赛季欧冠资
格作为本赛季的目标。不过意大
利媒体却表示：“看着越来越出
色的表现，国际米兰是否该调整
他们的赛季目标？或许蓝黑军可

以去尝试一下更大的野心”。
第 16 轮，国际米兰将迎战

尤文图斯，尤文图斯目前在积分
榜排在第三的位置，仅以 2 分落
后蓝黑军团。尤文图斯在布冯的
带领下重新让球迷见证了什么
是钢铁防线，此前面对巴塞罗
那、克罗托内和那不勒斯，尤文
图斯连续三场零封对手，本场德
比尤文图斯有机会继续延续防
守端的强势吗？

推荐理由：一场关系到联赛
积分榜前三球队重新排名的意
大利德比大战。

曼城曼联

vs

塞维利亚

vs

不莱梅

vs

比赛时间：12 月 11 日 00：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德比 卢卡库

比赛时间：12 月 9 日 23：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C 罗 齐达内

比赛时间：12 月 9 日 22: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张玉宁 回国

西甲赛场

12 月 10 日 03：00
法甲联赛第 17 轮
摩纳哥 VS 特鲁瓦

PPTV

12 月 10 日 22：00
法甲联赛第 17 轮
亚眠 VS 里昂

PPTV

12 月 11 日 04：00
法甲联赛第 17 轮
马赛 VS 圣埃蒂安

PPTV

多特蒙德

尤文图斯 国际米兰

意甲赛场

vs

比赛时间：12 月 10 日 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德比 争冠

正常来讲，一支球队在
联赛中输掉一场比赛很正
常，尤其是在联赛进行到第
16 轮的时候才输掉第一场比
赛，这对于任何一支球队都
是梦寐以求的战绩。但是对
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却是一
个不可接受的结果。

法甲联赛第 16 轮，大巴
黎客场 1：2 不敌斯特拉斯堡
取得赛季首败，要知道此前
15 轮联赛大巴黎可是取得
13 胜 2 平的不败战绩，即使
是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欧冠赛
场，大巴黎也以绝对优势力
压小组其他对手。如此强大
的大巴黎竟然输给了斯特拉
斯堡，要知道对方不过是一
个身处降级区边缘的球队，
这场比赛也仅仅是他们取得
的第四场胜利。

其实，巴黎在引进内马
尔之后队内出现了很多不和
谐的声音，只不过在足球场
上一切负面消息都会被胜利
所掩盖。不过在输给法甲弱
旅之后，尽管输球的负面作
用还未显现出来，但是对于
大巴黎来说，他们不可能接
受连败的结果。

因此，下一轮主场面对
里尔的比赛，巴黎需要用一
场大胜来驱赶上一场比赛失
利的阴霾，而球队主要人员
内马尔和姆巴佩则需要在这
个时候站出来为球队取得胜
利，同时也为自己的高身价
证明。

推荐理由：疯狂引援的
大巴黎是否会遭遇连败？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12 月 10 日 0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姆巴佩

大巴黎

vs

里尔

12 月 10 日 03：00
法甲联赛第 17 轮
摩纳哥 VS 特鲁瓦

PPTV

12 月 10 日 22：00
法甲联赛第 17 轮
亚眠 VS 里昂

PPTV

12 月 11 日 04：00
法甲联赛第 17 轮
马赛 VS 圣埃蒂安

PPTV

皇马

德甲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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