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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杯，多特蒙德最后稻草？
隔记者 李康培

处于动荡期的德甲豪门多
特蒙德又将面临严峻挑战，12 月
21 日他们将在德国杯 1/8 决赛
与老对手拜仁慕尼黑狭路相逢。
在欧冠出局以及联赛冠军无望
的情况下，德国杯似乎已经成为
多特蒙德拯救自己的最后稻草。

近期多特蒙德在联赛遭遇 8
轮不胜，目前的德甲排名已经滑
落到第 8 位，距离榜首的多特蒙
德已经有 13 分的差距。从赛季初
期的高歌猛进到如今的疲软态
势，多特蒙德已经没有了德甲豪
强的影子。对于目前的多特蒙德

而言，联赛冠军已经成为奢望，
努力争取一个欧战席位更为妥
当。在欧冠比赛当中，6场小组赛
多特蒙德仅仅得到2分，成为欧
冠历史上得分最低的小组第三，
被皇家马德里以及托特纳姆热
刺打得抬不起头来。原本以为死
亡之组会惨烈无比，没想到多特
蒙德是如此弱不禁风。

无奈之下，多特蒙德启动了
换帅程序，宣布主帅博斯下课。
这位上赛季带领阿贾克斯青年
军打进欧联杯决赛的主帅，在多
特蒙德指教可谓是高开低走，最
终是黯然离开。上任伊始，博斯
的进攻打法和多特蒙德不谋而

合，一度占据着积分榜榜首之
位。也许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在
拜仁请回海因克斯担任主帅之
后，多特蒙德和博斯就没有了好
运气，各种离奇比赛不断出现，
球队也逐渐在德甲联赛中失去
了位置。

不过为了稳定球队，多特蒙
德也迅速宣布了新帅人选，那就
是刚刚从科隆下课的施托格。保
险起见，多特蒙德和施托格的合
同签约到本赛季结束。施托格上
赛季带领科隆打出本世纪最佳
战绩，以联赛第五的成绩进入欧
联杯。本赛季科隆也得了“怪
病”，前 15 轮比赛 3 平 12 负，是

本赛季德甲唯一没有取胜的球
队。如此情况之下，科隆便炒掉
了施托格。只是没想到，多特蒙
德换帅又看中了施托格。不知面
对多特蒙德如今的情况，这位仓
促下课又紧急上任的主帅能教
出怎么样的答卷。

作为德甲宿敌，在施托格上
任初期多特蒙德就要面对拜仁
慕尼黑，这对他和球队都是严峻
的考验。在德国杯一场定胜负的
比赛中，多特蒙德能否抓住这最
后的稻草，为自己正名？如果不
幸遭遇淘汰，相信莫说是施托
格，就算是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
过来都无济于事。

AC 米兰 2:1 博洛尼亚
曼联 1:2 曼城
那不勒斯 0:0 佛罗伦萨
利物浦 1:1 埃弗顿
切沃 0:0 罗马
南安普顿 1:1 阿森纳
尤文图斯 0:0 国际米兰
巴黎圣日耳曼 3:1 里尔

一周重大比分

12 月 16 日 20:30
英超第 18 轮

莱斯特城 VS 水晶宫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2 月 16 日 23:00
英超第 18 轮

阿森纳 VS 纽卡斯尔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2 月 16 日 23:00
英超第 18 轮

切尔西 VS 南安普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英超赛场

12 月 11 日，本赛季首回合
曼市德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打
响，最终曼城客场 2:1 力克曼联，
迎来联赛 14 连胜。

此役过后，曼城在积分榜上
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达到了
11 分之多，提前 3 轮比赛夺得英
超半程冠军。

本场比赛落败，让曼联吃到
了主场近 40 场各项比赛的首个
败仗。上一个主场比赛，曼联在
欧冠中战胜莫斯科中央陆军，追
平了早在 1966 年创下的主场 40
场不败的纪录。可惜曼联主场 1:

2 不敌曼城，与创造新的纪录失
之交臂。巧合的是，曼联上次主
场失利同样是面对曼城———
2016 年 9 月 10 日，当时曼联主
场 1:2 不敌曼城。

另一边，曼城则是豪取联赛
14 连胜，创造新的英超单赛季连
胜场次纪录。这场比赛，客场作
战的曼城全面占优，堪称完胜。
英超历史上，之前只有阿森纳取
得过联赛 14 场连胜，但枪手是
在跨赛季的比赛中完成的。

推荐理由：看看热刺能否阻
止曼城连胜步伐。

12 月 17 日 23:15
西甲第 16 轮

塞尔塔 VS 比利亚雷亚尔
PPTV

12 月 18 日 08:00
西甲第 16 轮

莱加内斯 VS 皇家马德里
PPTV

12 月 19 日 04:00
西甲第 16 轮

马拉加 VS 贝蒂斯
PPTV

在巴萨艰难战胜比利亚雷
亚尔后，西班牙《每日体育报》的
名记马斯卡罗撰文指出，是苏亚
雷斯拯救了巴萨。

这场比赛中，乌拉圭射手在
关键时刻为巴萨打破僵局，让巴
萨避免了在积分榜上被瓦伦西
亚和皇马迫近。苏亚雷斯这个赛
季状态不佳，但近期他开始发挥
决定性作用。

有些进球能为球队带来胜
利，苏亚雷斯的进球就是。这位
乌拉圭前锋不但在比赛中不遗
余力地拼争，还逐渐地找回了之
前面对球门时的那种细腻。尽管

腿部有伤，但苏亚雷斯依然是一
个可怕的杀手。在苏亚雷斯找回
状态的情况下，巴萨将更具威
胁。如果巴萨想战胜皇马，真的
离不开一个状态满格的苏亚雷
斯。

赛后，苏亚雷斯还表现出了
大度，称赞了为自己助攻的帕
科，尽管帕科是他的竞争对手。
苏亚雷斯表示：“被罚下一人给
对方造成了损害，不过帕科的上
场帮助了球队。今天的比赛证明
了帕科对球队的重要性。”

推荐理由：状态复苏的苏亚
雷斯依然是西甲大杀器。

12 月 21 日 01:30
德国杯 1/8 决赛
不莱梅 VS 弗莱堡

PPTV

12 月 21 日 01:30
德国杯 1/8 决赛
门兴 VS 勒沃库森

PPTV

12 月 21 日 03:45
德国杯 1/8 决赛

海登海默 VS 法兰克福
PPTV

与法兰克福激战的拜仁，会
让一些习惯了“罗贝里莱万三枪
模式”的拥趸感到陌生。没有罗
本、里贝里、莱万这三大超级核武
器的拜仁，还有没有攻坚的手段？
基米西和比达尔的连线，就是海
因克斯打造出的拜仁全新杀招。

莱万近期身体状况不佳，最
后时刻才登场亮相。罗本自 11 月
4 日对阵多特蒙德进球后，一直
因为身体和伤病原因打打停停，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替拜仁进球
或助攻了。里贝里的状态更差，本

赛季开赛至今，里贝里受伤病、年
龄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德甲、欧冠
合计出场达到10次，但还没有一
个进球或者一个助攻进账。

没有了三大核武器，拜仁靠
什么摧城拔寨？第20分钟，双星连
线带来了决定胜负的进球，基米
西禁区右侧开出角球被顶出，德
国新星再次起左脚给出精确传
中，后插上的比达尔在后点附近
头槌破门。这帮助拜仁拿下三分。

推荐理由：多特蒙德赛季命
运就看这一场比赛。

国际米兰队长伊卡尔迪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不出任何
意外，他愿意把自己的球员生涯
全部献给蓝黑军团。

伊卡尔迪本赛季继续延续
着火热的状态，他已经接近成为
第六位 25 岁前完成意甲百球的
球员。国际米兰目前正在准备和
伊卡尔迪续约。出色的表现也让
伊卡尔迪得到了很多球队的关
注，而媒体上依然不断会出现伊
卡尔迪萌生离去之意，或者有其
他球队私下报价的传闻。最近就
有消息称皇马就有意签下阿根

廷前锋来顶替本泽马的位置。
不过根据《米兰体育报》的

消息，伊卡尔迪向身边的朋友透
露了，自己盼能在国米效力到挂
靴，希望自己可以从一而终。

他表示：“只要球队一直需
要我，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我希
望能在国际米兰从一而终，直到
我退役的那一刻为止。”新赛季
至今伊卡尔迪状态火热，在 14
场比赛中打进 15 球并贡献 1 次
助攻。

推荐理由：国际米兰继续向
尤文图斯的地位发起冲击。

热刺曼城

vs

拉科鲁尼亚

vs

多特蒙德

vs

比赛时间：12月17日01: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瓜迪奥拉 凯恩

比赛时间：12月18日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苏亚雷斯

比赛时间：12 月 21 日 03: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莱万 奥巴梅扬

西甲赛场

12 月 17 日 01:00
意甲第 17 轮

都灵 VS 那不勒斯
PPTV

12 月 17 日 03:45
意甲第 17 轮

罗马 VS 卡利亚里
PPTV

12 月 17 日 19:30
意甲第 17 轮

维罗纳 VSAC 米兰
PPTV

拜仁

国际米兰 乌迪内斯

意甲赛场

vs

比赛时间：12月16日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德比 争冠

曾经两度获得金球奖的
罗纳尔多在接受专访时指
出，在自己的时代，金球奖的
竞争更加激烈，并且希望内
马尔能在2018年打破梅西、C
罗的垄断。

然而，在连续 2 个赛季
赢得欧冠之后，皇马本赛季
的表现有所下滑，C 罗在西
甲和欧冠的表现也形成鲜明
差距。梅西的状态依旧出色，
但巴萨的实力有所下滑，更
重要的是，2018 年是世界杯
年，能否捧起大力神杯将成
为竞争金球奖的关键加分
项，相比梅西、C 罗，内马尔
显然夺冠希望更大。

从巴塞罗那转投巴黎圣
日耳曼，摆脱梅西的阴影、冲
击金球奖是内马尔的目标。
在签入内马尔、姆巴佩之后，
巴黎圣日耳曼实力大增，已
经与曼城、巴萨、皇马并列欧
冠夺冠大热门，如果能够在
2018 年赢得欧冠或世界杯，
那么内马尔有望打破 C 罗、
梅西对金球奖的垄断。

展望 2018 年俄罗斯世
界杯时，罗纳尔多指出，“我
很看好内马尔，因为内马尔
现在很年轻，我第一次参加
世界杯的时候也很年轻，但
我没有上场。第二次世界杯
的时候我也很年轻。我更看
好内马尔现在的能力，不过
C 罗和梅西肯定是最受关注
的两人。我非常看好他，我在
年轻的时候也感受过世界杯
的压力。”

推荐理由：内马尔能否
继续力挽狂澜拯救大巴黎？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12 月 17 日 0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姆巴佩

雷恩

vs

大巴黎

12 月 17 日 03:00
法甲第 18 轮
卡昂 VS 甘冈

PPTV

12 月 17 日 03:00
法甲第 18 轮

斯特拉斯堡 VS 图卢兹
PPTV

12 月 17 日 03:00
法甲第 18 轮
第戎 VS 里尔

PPTV

巴塞罗那

德国杯1/8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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