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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买范迪克 利物浦并不亏
隔记者 李康培

7500万英镑签约范迪克，利
物浦时隔多年再度在转会市场
扔下一枚重磅炸弹。范迪克此次
转会已经刷新了世界足坛后卫
转会纪录，超越了今夏曼城签约
门迪时的5200万英镑。对于习惯
了缝缝补补简单过日子的红军
利物浦来说，这次转会的力度之
大让人吃惊。可是分析下来，利
物浦买范迪克并不亏。

究其原因，从利物浦方面来
说，后防线太需要改造升级了。在
目前英超前四的球队中，利物浦
在前22轮比赛中打进50球，仅次

于本赛季高歌猛进的曼城。可是
在失球方面，利物浦就逊色多了，
他们一共丢掉了25个球，场均超
过1个。这一数据，利物浦在英超
前四中最多。曼城、曼联和切尔西
的同期丢球数字分别是12、16以
及14，差距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在面对强敌时利物浦非平即负，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积分。在关键
场次，利物浦没有靠谱的中卫组
合，也难以抵挡世界级锋线的攻
击。所以，本赛季利物浦是攻强
守弱最明显的球队，对于优质中
卫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

那么，范迪克的自身条件如
何呢？26岁、身高超过1 . 9米，有着

超强的身体素质和防守意识。在
联赛中范迪克效力过苏超以及
英超，国家队方面他也是荷兰国
家队的主力。在优质中后卫稀缺
的年代，范迪克这样的后卫一直
是转会市场上的香饽饽。在签约
利物浦之前，范迪克也一直被曼
城、曼联盯着。如今国际足坛转
会市场动辄就是破亿的交易，所
有球员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
7500万英镑的身价，对于如此优
秀的后卫来说并不虚高。

此外从利物浦主帅克洛普
的战术来看，高大有头脑的中后
卫是非常重要一环。在其成名的
多特蒙德时代，球队的防守基石

就是胡梅尔斯和苏伯蒂奇两位
超级中卫。如今克洛普将多特蒙
德的进攻带到了安菲尔德，却没
能在成绩上更进一步，原因就是
防线一直没有靠谱的球员。不管
是洛夫伦还是马蒂普，又或者是
克拉万，都达不到克洛普的防守
要求。如今范迪克到位，克洛普
有望将自己的战术理念更好地
施展。

或许受到了范迪克转会的
刺激，在英超上轮比赛中，洛夫
伦和克拉万迎来大爆发。上轮迎
战伯恩利，利物浦在伤停补时阶
段打进扳平进球。助攻的是洛夫
伦，打进关键球的则是克拉万。

埃弗顿0:2曼联
伯恩利1:2利物浦
西布朗1:1阿森纳
水晶宫0:0曼城
维罗纳1:3尤文图斯
曼联0:0南安普顿
国际米兰0:0拉齐奥
利物浦2:1莱斯特城

一周重大比分

1月6日04:00
足总杯第三轮
曼联VS德比郡

PPTV

1月6日23:00
足总杯第三轮
曼城VS伯恩利

PPTV

1月7日01:30
足总杯第三轮

诺维奇VS切尔西
PPTV

英格兰足总杯

利物浦签下了荷兰中卫范
迪克。在“参军”的第一天，范迪
克在梅尔伍德基地接受了利物
浦官网的采访。

在采访的一开始，范迪克谈
到了加盟利物浦的感受，“嗯，很
显然，这非常梦幻。我非常高兴
可以加盟利物浦，我已经迫不及
待代表红军出场比赛了。我非常
向往这家俱乐部的规模、悠久的
文化和强大的阵容，当然还有出
色的教练和这里的狂热球迷，这
是一家非常特殊的俱乐部。鉴于
利物浦所拥有的辉煌历史和这

里的一切，甚至是训练场和工作
人员，我认为来到利物浦是完美
的选择，完美的契合我的特点，
同时也非常适合我的家庭。”

范迪克承认，克洛普是他加
盟利物浦的重要因素，“很显然，
从利物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
知道他是多么的活泼，他可以让
球员变得更好，可以给他们信
心。同样，对我也会如此，我认为
他可以让我变为一个更好的球
员，我非常期待和他合作。”

推荐理由：世界最昂贵中卫
的利物浦首秀值得期待。

1月6日23:15
西甲第18轮

瓦伦西亚VS赫罗纳
PPTV

1月7日03:45
西甲第18轮

塞维利亚VS贝蒂斯
PPTV

1月7日19:00
西甲第18轮

莱加内斯VS皇家社会
PPTV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漫长等
待，迭戈·科斯塔终于正式成为
了马竞的一员，在新援亮相仪式
上，科斯塔接过了属于他的马竞
18号球衣。谈到重回马竞，科斯
塔表示他已经等待这一刻很久
了。科斯塔说：“我非常感谢马竞
为我的回归所做的一切，我等待
回归的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我现
在一心只想代表马竞出场比赛。
我已经随队训练很久了，对于日
复一日的训练感到厌倦，我想要
出场为球队做出贡献。”

对于此前效力的切尔西，迭
戈·科斯塔也表达了感谢：“很遗

憾我没能学会英语，但是事实上
我在切尔西过得很好。在那里所
有人都在帮我，他们让我的生活
变得简单。切尔西是一家伟大的
俱乐部，我在那里有很多美好的
回忆。在英超效力的经历让我在
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我相信能
够把这些进步体现在西甲比赛
中。”展望明年的世界杯，科斯塔
表示：“参加世界杯是一个挑战，
我现在必须要在马竞先踢上比
赛，通过良好的表现获得洛佩特
吉的青睐。”

推荐理由：迭戈·科斯塔重
返马竞，表现将会如何？

1月6日01:00
意甲第20轮

切沃VS乌迪内斯
QQ直播

1月6日19:30
意甲第20轮

都灵VS博洛尼亚
QQ直播

1月6日22:00
意甲第20轮

AC米兰VS克罗托内
QQ直播

意甲第19轮比赛尤文图斯、
那不勒斯纷纷取得胜利。曾经一
度排在意甲积分榜首的国际米兰
却郁郁寡欢，主场0：0战平拉齐奥
之后，他们已经3轮不胜。

在主场1:3输给乌迪内斯前，
国米是意甲的领头羊，而且是五
大联赛仅剩的几支不败球队之
一。之后，国米不仅失掉了榜首的
位置，而且迎来了3轮不胜的厄
运。上一轮输给萨索洛，更是让国
米的争冠前景蒙上了阴影。

本轮主场战平拉齐奥，也让

国米在争夺欧冠资格的战役中略
显吃力。目前，国米积 41 分，距离
榜首的那不勒斯 7 分，争冠路途
越来越坎坷。不仅如此，他们跌出
前四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

国米身后的罗马积39分，仅
仅落后国米2分，排名第四位。不
过，罗马少赛一轮，一旦他们在与
桑普多利亚的补赛中取得胜利，
那么就会反超国米。这样一来，国
米会掉到第四位。

推荐理由：国际米兰能否在
新年首战迎来反弹？

据欧洲多家体育媒体消息，
现效力于意甲联赛豪门球队罗
马的哲科，最近成为了两家来自
中国足球俱乐部引援争夺的对
象。据悉，中国足球俱乐部为曾
经在2016-2017赛季意甲联赛拿
到金靴的哲科，提供了为期三年
的合同，年薪高达一千两百万欧
元，这份合同的最价值高达两亿
八千万人民币。

在这些媒体的相关报道中，
作为意甲金靴以及波黑国家队
的当家前锋的哲科，摆在他面前
的有三个可供选择的选项。他可

以选择继续留在罗马效力，可是
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代
表罗马出战意甲，仅仅只有一个
进球，状态不佳或许主力的位置
难保。

另外，他可以选择跟其中的
一家中国足球俱乐部签约，可以
一边拿着上千万欧元的高薪，
一边找回自己的状态。哲科也
可以选择复制恒大外援保利尼
奥的这条路线，不失为一个双赢
的选择。

推荐理由：联赛有掉队趋势
的罗马能否迎来一场胜利？

埃弗顿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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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1月6日03:5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范迪克 鲁尼

比赛时间：1月6日2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科斯塔 托雷斯

比赛时间：1月6日03:45
直播平台：QQ直播
关键词：伊卡尔迪

1月6日22:00
意甲第20轮

斯帕VS拉齐奥
QQ直播

1月6日22:00
意甲第20轮

热那亚VS萨索洛
QQ直播

1月6日22:00
意甲第20轮

贝内文托VS桑普
QQ直播

佛罗伦萨

罗马 亚特兰大

意甲赛场

vs

比赛时间：1月7日01: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哲科 弗洛伦齐

《世界体育报》在头版头
条上指出，库蒂尼奥已经开
始在巴塞罗那找房子了。

《世界体育报》披露，巴
萨俱乐部希望在对莱万特的
比赛后宣布库蒂尼奥的加
盟，这场比赛是在1月7日进
行的。巴萨的报价是1 . 5亿欧
元，其中1 . 1亿是固定价格，
4000万欧元是浮动的。《世界
体育报》表示，多个信息来源
都证实，巴萨即将签下库蒂
尼奥，而对伯恩利的比赛，克
洛普也没有将库蒂尼奥列入
大名单，这位教练已经感觉
自己无法留住库蒂尼奥了。

在《世界体育报》封面
上，库蒂尼奥身上的球衣一
半巴萨一半利物浦。在这家
加泰媒体看来，库蒂尼奥已
经基本算是半个巴萨人了。

对于巴塞罗那城，库蒂
尼奥并不陌生，他曾经在这
里居住过半年。在2012-2013
赛季下半段，库蒂尼奥曾被
国米租给西班牙人。19岁的
库蒂尼奥，为西班牙人打进
了5球。如今，他接近于加盟
西班牙人的死敌巴萨。

按照《每日体育报》此前
的说法，巴萨最多为库蒂尼
奥报价1 . 5亿欧元，这笔钱已
经达到了利物浦的心理价
位。《世界体育报》则指出，巴
萨将会用登贝莱模式引进库
蒂尼奥，这一模式核心就在
于固定转会费加浮动转会
费。浮动转会费数额和条款，
将是两队重点谈判的内容。

推荐理由：巴塞罗那西
甲领跑，国王杯也不容掉队。

西班牙国王杯

比赛时间：1月11日03: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苏亚雷斯

巴塞罗那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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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03:00
国王杯1/8决赛
皇马VS努曼西亚

PPTV

1月11日03:00
国王杯1/8决赛
马竞VS莱里达

PPTV

1月11日03:00
国王杯1/8决赛

塞维利亚VS卡迪斯
PPTV

马竞

西甲赛场

意甲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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