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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欧冠淘汰赛抽签，又
将全世界足球迷的目光吸引
到了欧洲。作为当前国际足坛
最精彩的赛事，欧冠淘汰赛的
影响力不言而喻。在世界杯年
的影响下，本次欧冠抽签热度
不断上升。

当抽签结束，8组对阵几
乎都少不了故人相逢这样的
情节。当然，相比起古文里的
故人，体育竞技里面的故人大
都是球场死敌。他们之前恨不
得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每次见
面都是剑拔弩张。

本次抽签最经典的就是
切尔西和巴塞罗那的相逢。自
从阿布入主切尔西以来，这支
球队经历了巴塞罗那梦之队
每一个发展历程。从小罗到梅
西，诺坎普之王都要和英超铁
血蓝军来几次硬碰硬。球迷们
记住了小罗的原地摆腿射门，
兰帕德的零度角，还有伊涅斯
塔的惊世远射，这些瞬间都成
为过往交锋的经典。对双方而
言，都是互相不愿却又不得不
面对。

这些年巴塞罗那在欧冠
呼风唤雨，但每次面对切尔西
都是步履维艰。从2006年淘汰
赛阶段以来，如果只看单场战
绩，切尔西对巴萨保持着不
败。2012年欧冠半决赛，切尔
西就淘汰巴萨晋级决赛并最
终夺冠。同时，梅西在欧冠中
先后8次对阵切尔西是一球未
进，在这8场比赛中巴萨也是1
胜5平2负。

皇马和大巴黎交锋没有
太多的纪录和经典，但是同样
引人关注，正是因为内马尔的
存在。作为过去数年巴塞罗那
的锋线主力，内马尔曾给皇马
制造不少麻烦。如今重回伯纳
乌球场，相信皇马球迷也不会
对这位故人客气，嘘声是肯定
少不了的。

特别是对于志在超越梅
西和C罗的内马尔而言，这种
直接对话的机会千万不可错
过。如果能在今年欧冠中取
得好成绩，并且能在明年世
界杯上表现不俗，相信未来
的金球奖评选一定会有他的
一席之地。

还有尤文图斯和热刺的
比赛，也有故人身影，那就是
高中锋略伦特。如今效力热刺
的略伦特已经很难获得足够
出场时间，但是效力于尤文图
斯时期却是锋线主力。在那两
年里，略伦特和尤文图斯一道
获得五座冠军奖杯。如今尤文
锋线已经换成了伊瓜因、迪巴
拉以及曼朱基奇，但相信尤文
图斯球迷也不会忘记略伦特
曾经的贡献。 记者 李康培

怅然遥相望
知是故人来

隔记者 李康培

12月11日晚，本赛季欧冠联赛淘汰赛16强抽签仪式进行。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遇到了本赛
季强势崛起的巴黎圣日耳曼，而巴塞罗那则遭遇老对手切尔西。相比起之前的小组赛，淘汰赛
将更为艰苦，可谓是真正的“猎场”。

欧冠16强战中最引人关注
的是皇马对阵“大巴黎”，这是
欧冠传统豪门与新兴力量之间
的对话。皇马在上赛季决赛中
击败尤文图斯，第12次捧得冠
军奖杯，也是欧冠改制后首支
实现卫冕的球队。而在转会窗
口期引进内马尔和姆巴佩两员
大将后，埃梅里麾下的巴黎圣
日耳曼在本赛季欧冠小组赛阶
段总共打入25球，创造了一个新
纪录。

在2015-2016赛季欧冠小
组赛，皇马与大巴黎被分
在一组，结果皇马在客
场0:0逼平对手的同时
在主场1：0取得了胜
利，力压对手头名
晋级。此外，在去
年夏天的国际冠
军杯赛事中，大
巴黎在美国3 :1取

胜皇马实现了“复仇”。

在欧足联将欧洲冠军杯改
制为欧冠联赛之后，这已经是
巴塞罗那第 7 次在该项赛事中
遭遇切尔西了。

在 2011-2012 赛季的欧冠
半决赛中，巴塞罗那两回合总
比分 2:3 惜败于切尔西，最终在
那个赛季里，蓝军在决赛中击
败拜仁慕尼黑，勇夺欧冠大耳
杯。而在 2008-2009 赛季的欧冠
半决赛中，巴塞罗那同样是与
切尔西相遇，那一次红蓝军团
笑到了最后。

这已经是巴塞罗那第3次
在欧冠八分之一决赛中遭遇切
尔西了。在前两次角逐中，切尔
西在2004-2005赛季中胜出，而
巴塞罗那则在2005-2006赛季成
功复仇。在1999-2000赛季的欧
冠四分之一决赛中，巴塞罗那
与切尔西狭路相逢，最终红蓝
军团淘汰蓝军，并且昂首挺进
了半决赛。

历史上，热刺在欧冠的赛
场上从未与尤文图斯相遇过。

本赛季的热刺让无数球
迷眼前一亮，拥有着凯恩、阿
里、戴尔、丹尼·罗斯等一系列
优秀年轻球员的热刺摇身一
变，从那个专注于联赛的“陪
客”一跃力压皇马与多特，成
为了他们那个小组的第一。

由于与巴萨同组，意甲冠
军尤文图斯也只能屈居小组
第二。在抽签过程中，他们的
运气也并不算糟糕，抽到了一
个在欧冠淘汰赛经验并不是
很足的热刺。相比于抽到巴
黎、拜仁、曼联这样的球队来
说，热刺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虽然最近几个赛季，热刺
的成长有目共睹，但是尤文图
斯有着他们的经验，他们上赛
季是这片赛场上的亚军，他们
也有理由去相信自己可以闯
入欧冠8强。

曼联小组头名出线，由于
同组和同国规避的原则。所以
红魔原本潜在的对手有6支，分
别是皇马、拜仁、尤文、塞维利
亚，矿工和波尔图。

过往曼联和塞维利亚从未
在正式比赛中交过手，友谊赛
倒是踢过两场，一次是在 2013
年的费迪南德纪念赛，曼联 3:1
取胜。另一次是 2006 年的友谊
赛，曼联 3:0 取胜。不过友谊赛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不少球迷调侃这是新老
欧联杯霸主的对决。曼联是上
赛季的欧联杯冠军，而在曼联
夺冠之前的3次欧联冠军都
是塞维利亚。上赛季还有很
多西甲球迷不服气，认为如
果不是塞维利亚去踢欧冠，

曼联可能就拿不到冠军了。如
今两支球队在欧冠淘汰赛里相
遇了，欧联杯新老霸主的对决
也算颇有看点。

虽然曼城从未与巴塞尔有
过交锋记录，但瓜迪奥拉执教
巴萨期间，曾在2008-2009赛季的
欧冠小组赛率队两战巴塞尔，
当时，巴萨客场5:0(梅西、博扬、
布斯克茨以及哈维进球)，主场1:
1(梅西进球)。当时，巴萨积13分
以小组第一晋级，巴塞尔仅拿1
分小组垫底出局。时隔9年再战
巴塞尔，瓜帅的球队应该还能
轻松过关。

曼城只要正常发挥，晋级
应该不成问题，巴塞尔要做的
就是踢出自己的最佳水准。在
最新的欧冠赔率榜上，曼城也
雄踞榜首，瓜帅的球队志向远
非8强这么简单，决赛和冠军才
是他们的目标。虽然在欧冠小
组赛力压本菲卡及莫斯科中央
陆军，但巴塞尔本赛季的表现
并不给力，在国内赛场18轮也只
拿到10胜5平3负的战绩，头名位
置拱手让给伯尔尼年轻人。

拜仁小组赛发挥不佳，被
巴黎圣日耳曼抢去小组头名
的身份。不过他们的签运不
错，拜仁旧将阿隆索将 8 个小
组第 1 中实力较弱的贝西克
塔斯抽给了拜仁。

老帅海因克茨在2013年
率领拜仁夺得队史第一个三
冠王后激流勇退。接下来的
几年，德甲巨人在瓜迪奥拉
和安切洛蒂的率领下虽然在
联赛中一骑绝尘，但欧冠赛
场上屡次铩羽而归。此番海
帅重掌教鞭，将再次向欧冠
冠军发起冲击。

拜仁曾在1997-1998赛季
的欧冠小组赛中遭遇贝西克
塔斯，主客场都以2：0的比分
击败对手。而随拜仁获得2013
年三冠王的德甲锋霸戈麦斯
在2015-2016赛季短暂效力于
贝西克塔斯，并且获得联赛
金靴。

利物浦本赛季欧冠小组
赛6场轰下23球。只是球队在库
蒂尼奥、萨拉赫、菲尔米诺、马
内等恐怖锋线发威的同时，球
队较弱的防守能力成为制约
他们战绩提升的关键。

在 2004 年于穆里尼奥手
下夺得欧冠冠军之后，波尔图
虽然频繁征战欧冠赛场，但是
却没有再复制神迹。在本赛季
球队能以不败领跑葡超联赛
球队除了进攻端有好的发挥
之外，稳定的后防成为重要原
因。在本赛季的欧冠小组赛中
波尔图与贝西赫塔斯、莱比锡
红牛以及摩纳哥分在一组，球
队 6 场比赛虽然攻入 15 球成
为本小组最强火力，但是也丢
掉了 10 个球成为最多。

从小组表现看，C 组头名
罗马力压切尔西、马竞以头名
晋级，6 战 3 胜 2 平 1 负进 9
球失 6 球，表面上看他们攻击
力一般、防守并不稳固，可考
虑到对手实力雄厚，罗马这个
小组头名含金量十足。顿涅茨
克矿工同样在小组阶段展现
出非凡实力，他们 6 场 4 胜 2
负积 12 分，力压那不勒斯晋
级，进 9 球失 9 球的表现同样
颇具含金量。

两队历史上交战 4 场，罗
马 1 胜 3 负处于绝对劣势。
2006-2007 欧冠小组赛，罗马客
场 0:1 负矿工，主场 4:0 大胜；
2010-2011 赛季也是 1/8 决赛，
罗马主场 2:3、客场 0:3 遭矿工
双杀出局。

欧冠夺冠赔率前十位：
曼城 4 . 00
拜仁 5 . 50
巴黎 6 . 00

巴塞罗那 8 . 50
皇马 9 . 00
曼联 15 . 00

利物浦 15 . 00
尤文图斯 17 . 00

热刺 23 . 00
切尔西 34 . 00

顿涅茨克矿工VS罗马波尔图VS利物浦

皇家马德里 VS 巴黎圣日耳曼 切尔西VS巴塞罗那 尤文图斯VS托特纳姆热刺

塞维利亚VS曼联 巴塞尔VS曼城 拜仁VS贝西克塔斯

1/8决赛对阵赛程首回合：
2月14日、15日
2月21日、22日

1/8决赛对阵赛程次回合：
3月7日、8日

3月14日、15日

欧冠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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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小组赛十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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