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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赛季命运全系一场比赛
隔记者 李康培

12 月 23 日 20:00，皇家马德
里和巴塞罗那将上演巅峰对决。
作为近些年来欧洲足坛最有统
治力的球队，双方的每次交手都
是火星四溅。为了满足世界上更
多球迷的观赛要求，本次比赛时
间大幅度提前，喜欢梅西和 C 罗
的球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目前在西甲积分榜上，巴塞
罗那 13 胜 3 平积 42 分，稳居积
分榜第一位。皇家马德里本赛季
则是在联赛中有掉队的迹象，受
伤病因素影响，球队目前只取得
9 胜 4 平 2 负的成绩，积 31 分位

居西甲第四位。虽然皇家马德里
少赛一轮，但是在积分上和老对
手已经有 11 分的差距。

如果这次直接交手皇家马
德里依然失利，那么双方的分差
将拉大到 14 分。如果有这样的差
距，那么本赛季西甲冠军基本和
皇家马德里无缘了。反之如果皇
家马德里可以借助主场之利赢
球，那么双方的分差将缩小至 8
分。等到再赢下补赛，那么和巴
塞罗那的差距将缩小至 5 分。这
样算来，本场比赛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很可能将决定本赛季皇马
的命运。

对于本赛季的皇马而言，可

谓是多灾多难。在卫冕欧冠联赛
之后，球队出现大面积的伤病问
题，核心的 C 罗状态在赛季初也
并不好，所以落后如此之多。另
外在本赛季欧冠联赛中，皇马和
热刺以及多特蒙德同组，好在最
终通过小组第二的身份入围淘
汰赛。可是在抽签之后，皇马球
迷还是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们
的对手是本赛季大杀四方的巴
黎圣日耳曼。对方阵中，还有让
皇马球迷恨得牙痒痒的内马尔。
对于晋级，皇马方面肯定没有足
够的把握。一旦欧冠止步，而联
赛又夺冠无望，那么对皇马高层
而言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本场与巴塞罗那的比
赛，是皇马上下重新找回自信的
好机会。如果能送给巴塞罗那西
甲赛季首败，又能缩小积分差
距，还能帮助自身找回状态，何
乐而不为？

而且在最近的一场世俱杯
比赛中，皇家马德里如愿夺冠，
成为史上首支蝉联世俱杯冠军
的球队。这是皇马最近 4 年第 3
次世俱杯捧杯，追平巴萨，并列
历史第 1。加上改制前的洲际杯，
皇马共 6 次夺冠，也是世俱杯以
及洲际杯史上夺冠最多的球队。
如此背景之下，皇马岂能不全力
以赴。

伯恩茅斯 0:4 利物浦
西布朗 1:2 曼联
博洛尼亚 0:3 尤文图斯
维罗纳 3:0AC 米兰
罗马 1:0 卡利亚里
马竞 1:0 阿拉维斯
多特蒙德 2:1 霍芬海姆
都灵 1:3 那不勒斯

一周重大比分

12 月 23 日 20:30
英超第 19 轮

埃弗顿 VS 切尔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2 月 23 日 23:00
英超第 19 轮

南安普顿 VS 哈德斯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2 月 23 日 23:00
英超第 19 轮

布莱顿 VS 沃特福德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英超赛场

阿森纳中场核心厄齐尔帮
助枪手击败纽卡斯尔联拿到 3
分，在本赛季阿森纳整体状态不
佳的情况下，厄齐尔一次又一次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然而关于厄
齐尔离队的传言也从来没有断
过，不过阿森纳主帅温格坚信厄
齐尔会留在阿森纳。

阿森纳阵中身价最高的两
名球员厄齐尔和桑切斯自今年
夏天以来一直被转会传闻所笼
罩，桑切斯的名字和曼城联系在
了一起，而厄齐尔则是曼联的引
援目标。对于这些转会传言，温

格相信厄齐尔最终会留在球队，
他说：“我相信厄齐尔是希望留
在阿森纳的。我不希望任何球员
离开球队，但是目前来看，这似
乎很困难。我们不希望在赛季结
束前流失球星，但是别的事情我
也说不定。”

对于温格来说，厄齐尔就是
阿森纳的头号球星，他说：“是
的，厄齐尔就是阿森纳最好的球
员。我觉得他承担起了责任，这
正是我想看到的。"

推荐理由：英超前四争夺大
战，谁能笑到最后？

12 月 23 日 23:00
英超第 19 轮

斯托克城 VS 西布朗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2 月 23 日 23:00
英超第 19 轮

斯旺西 VS 水晶宫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2 月 23 日 23:00
英超第 19 轮

西汉姆 VS 纽卡斯尔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5 次英超出场，制造了 14
粒进球(6 球、8 助攻)，这是本赛
季德布劳内打出的数据。恐怖的
不是数据，而是德布劳内在球场
上展现出的令人窒息的统治力。
他的表现让瓜迪奥拉即便没有
梅西，也对于比赛的控制游刃有
余，这也是曼城取得连胜的重要
因素。

26 岁的比利时进攻天才是
现代攻击型中场、边锋、影锋的
杰出代表。对阵热刺的比赛，德
布劳内又收获了进球。第 70 分
钟，京多安传球，德布劳内左路
插上得球突入禁区，右脚将球往

身体左侧一领，左脚随之打出一
记爆射得分，击碎了热刺。本场
比赛德布劳内最精彩的表演还
不是这粒进球，而是两脚直塞，
第 29 分钟，一脚直传撕破对手
防线。第 88 分钟，他又在边路超
车后，在拿到皮球后看都没看，
第一时间将球横传给禁区弧顶
处的斯特林。赛后，德布劳内在
WhoScored 的评分中得到了满分
10 分。瓜迪奥拉直言，德布劳内
的带球过人、传球、分球技术好
得已经“无法描述”了。

推荐理由：曼城的连胜之路
能否继续？

12 月 23 日 02:30
西甲第 17 轮

贝蒂斯 VS 毕尔巴鄂
PPTV

12 月 23 日 04:30
西甲第 17 轮

西班牙人 VS 马竞
PPTV

12 月 24 日 01:30
西甲第 17 轮

拉科鲁尼亚 VS 塞尔塔
PPTV

巴萨本轮西甲对拉科的比
赛，看似与皇马无关，实则与齐达
内的球队息息相关。

赛前西班牙《每日体育》就打
出了“巴萨要带着 11 分优势参加
国家德比”的大标题，表示本轮对
阵拉科，巴萨的目标就是全取 3
分，这样巴萨可以带着 11 分的优
势参加国家德比。虽然皇马少赛
一场，但一旦皇马在国家德比输
球，他们落后巴萨就将达到 14
分，这将是令人绝望的差距。

巴萨最终也实现了目标，他

们 4:0 大胜拉科，将带着 11 分的
优势与皇马作战。

西班牙《世界体育报》指出，
这场比赛，巴萨不但拿到了计划
要拿到的分数，还用出色的表现
极大地增强了球队的自信心。在
诺坎普球场，巴萨极大地增强了
自己的自信心，球队防守稳固，在
高位逼抢时团结一致，球队的控
球率非常高，球员们跑动积极，抢
断也非常积极。

推荐理由：皇马打巴萨，梅西
战 C 罗，已经无需赘言。

尤文图斯在客场击败了博
洛尼亚获得了胜利。能够赢球对
于斑马军球迷来说非常的欣喜，
但是更令尤文粉丝兴奋的是，尤
文图斯曾经引以为傲的后防线
又回来了，这也是尤文图斯本赛
季连续第 6 场比赛零封对手，上
一次尤文连续六场比赛零封对
手还是在 2016 年的 2 月份。

尤文图斯在意甲连续六个
赛季赢得了冠军，球队凭借的是
后防线上的 BBC 组合的稳健发
挥。在过去的六个赛季之中，尤
文在意甲的赛季丢球数分别为

20 个、24 个、23 个、24 个、20 个
以及 27 个。

在今夏，博努奇离开了斑马
军，而这也使得尤文的后防线变
得有些脆弱。在前 13 轮的比赛
中丢掉 14 个球，场均丢球数超
过了 1 个。而在欧冠赛场，尤文
在前 4 轮的比赛中也丢掉 5 个
球，场均丢球数也超过了 1 个。
在得防守者得天下的意甲，重新
找回最佳防线的感觉，对尤文而
言是个好消息。

推荐理由：意甲第二和第四
直接对话。

利物浦阿森纳

vs

伯恩茅斯

vs

巴塞罗那

vs

比赛时间：12 月 23 日 03:45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厄齐尔 萨拉赫

比赛时间：12月23日23:0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德布劳内 阿奎罗

比赛时间：12 月 23 日 2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C 罗 梅西

12 月 23 日 01:00
意甲第 18 轮

切沃 VS 博洛尼亚
PPTV

12 月 23 日 03:45
意甲第 18 轮

卡利亚里 VS 佛罗伦萨
PPTV

12 月 23 日 19:30
意甲第 18 轮

拉齐奥 VS 克罗托内
PPTV

皇家马德里

尤文图斯 罗马

意甲赛场

vs

比赛时间：12 月 24 日 03: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伊瓜因 哲科

那不勒斯射手默滕斯日
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主帅
萨里大加赞赏，称若是没有
萨里，那不勒斯不会有今天
这般辉煌。

今年是前恩波利主帅萨
里在那不勒斯执教的第三个
赛季，本赛季迄今，那不勒斯
相差国米 1 分，位列意甲第
2 。那不勒斯近年来成绩稳
定，其漂亮的球风更是在全
世界圈粉无数，默滕斯认为
主帅萨里居功至伟。

不过，此时此刻，那不勒
斯陷入到困境之中，一向进
攻火力威猛的他们，最近 4
场正式比赛只打进 2 球，默
滕斯表示，“这是一段困难
期，但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你
才能真正看出你的阵容有多
强大。”

“你必须要努力训练，一
定不能放弃。我们并没有疲
惫，只不过一个赛季比赛那
么多，你不可能每一场都赢，
一个赛季下来总会有波峰和
波谷，我们目前仍在争冠行
列，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最终
谁能夺冠。”

米利克重伤之后，萨里
让打边锋的默滕斯改踢中
锋，结果比利时成为进球率
颇高的射手，这也让默滕斯
对萨里推崇备至。“在我看
来，要是没有萨里，那不勒斯
不会有今天。他付出了很多，
是他改变了那不勒斯，自从
他来到球队，他让一些普通
的球员变成了世界级。”

推荐理由：那不勒斯能
否捍卫榜首位置？

意甲赛场

比赛时间：12 月 23 日 22: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哈姆西克 因西涅

那不勒斯

vs

桑普

12 月 23 日 22:00
意甲第 18 轮

萨索洛 VS 国际米兰
PPTV

12 月 23 日 22:00
意甲第 18 轮

乌迪内斯 VS 维罗纳
PPTV

12 月 23 日 22:00
意甲第 18 轮
斯帕 VS 都灵

PPTV

曼城

西甲赛场

英超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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