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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该靠什么复仇曼城？

1月13日23:15
西甲第19轮

皇马VS比利亚雷亚尔
PPTV

1月14日01:30
西甲第19轮

埃瓦尔VS马竞
PPTV

1月14日19:00
西甲第19轮

莱万特VS塞尔塔
PPTV

西甲赛场

去年夏天，巴萨卖掉了内马
尔，回收了2 . 22亿欧元的转会费，
这让巴萨在转会市场上火力全
开，以1 . 2亿欧元转会费(4000万
浮动)拿下库蒂尼奥之后，巴萨本
赛季已经花掉了3 . 125亿欧元买
人，打破了皇马在2009年创造的
纪录。

内马尔加盟大巴黎后，手握
2 . 22亿欧元的巴萨闪电签下了多
特蒙德天才登贝莱，对于履历并
不显赫的登贝莱来说，转会费超
过1亿欧元让人瞠目结舌。除了

登贝莱，去年夏天，巴萨还买来
了保利尼奥(4000万欧元)、塞梅
多 ( 3 0 5 0 万欧元 )、德乌洛费乌
(1200 万欧元)和马龙·桑托斯(500
万欧元)，在这6笔引援中，最成功
的还是保利尼奥。从恒大加盟巴
萨，保利尼奥的到来改变了西甲
格局。上赛季，巴萨在西甲、欧冠
中都不如皇马，但本赛季，巴萨
在联赛中远远甩开了皇马，保利
尼奥功不可没。

推荐理由：库蒂尼奥首秀能
否上演？

1月13日23:00
英超第23轮

切尔西VS莱斯特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月13日23:00
英超第23轮

纽卡斯尔VS斯旺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月14日01:30
英超第23轮

热刺VS埃弗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曼城到了足总杯的赛场上，
依然展现绝佳的竞技状态。蓝月
亮以 4:1 大胜伯恩利，球队轻松
过关！曼联曾经夺得过英超、欧
冠和足总杯三冠王霸业，这也是
英超球队的极致。那么，曼城距
离实现英超、欧冠、足总杯和联
赛杯史无前例的四冠王霸业，还
差多远呢？

尽管近期的赛程颇为密集，
但曼城却依然没有放弃任何一
个比赛的准备。蓝月亮迎来最具
传统的足总杯征程，尽管对手只
是实力平平的伯恩利队，但球队
依然没有任何的放松，依然尽遣
主力出战，并且取得完美的战

果！下半时阿奎罗梅开二度，萨
内和贝纳尔多也相继建功，这也
令曼城依然以辗压的态势过关。

随着曼城队在足总杯上，依
然展现高歌猛进的态势，球队亦
是将冲击史无前例的四冠王！以
英超的密集赛程，任何想要达成
这个成就的球队，都是难以办到
的。但以如今的曼城来看呢？目
前联赛以20胜2平的不败战绩领
跑，领先次席的曼联15分，夺冠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也让蓝月
亮可以腾出手在其他的战线全
力奋战。

推荐理由：英超最强火力之
间的直接较量。

1月14日03:00
法甲第20轮
尼斯VS亚眠

PPTV

1月14日03:00
法甲第20轮

蒙彼利埃VS摩纳哥
PPTV

1月14日03:00
法甲第20轮
卡昂VS里尔

PPTV

巴黎圣日耳曼队正在寻求
形成历史上最好的进攻，并试图
将前锋卡瓦尼换成皇家马德里
的C罗。据报道，巴黎圣日耳曼希
望利用葡萄牙前锋在伯纳乌不
安的现状，欲将C罗带到王子公
园。想要C罗欲内马尔和姆巴佩
组成世界上最好的组合，并且在
赛季结束后，姆巴佩将转会到巴
黎圣日耳曼。

C罗目前与皇马的合同在
2021年结束，他的释放条款为10
亿欧元。另一方面，卡瓦尼与巴

黎圣日耳曼的合同将在2020年结
束。然而，乌拉圭前锋比 C 罗年
轻两岁，在伊布离开后的两个赛
季才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根据
报道，巴黎圣日耳曼认为这个交
易对双方都有利，他们觉得皇家
马德里会减少本泽马带来的损
失，并寻找合适的替补。法国前
锋在整个赛季中只打进 4 球，而
卡瓦尼则打进了 27 球，其中包括
欧冠 6 球，落后 C 罗的 9 球。

推荐理由：冬歇期之后的大
巴黎状态如何？

经历了一个金元遍地的夏季
风暴之后，所有球队都开始拼着
命把自己的钱往外面砸，德甲巨
人依然本着自己闷声发大财的买
人政策。所有球队还蒙在鼓里的
时候，拜仁这边就官宣德国国脚、
实力派前锋瓦格纳即将加盟了。

不同于皇马巴萨这些竞争对
手买人简单粗暴的方式。拜仁更
注重对德甲联赛内部的“挖墙
脚”。这点也遭到很多本国球队的
不满，很多在本联赛刚刚打出名
堂的球员立马就会被拜仁投来的
橄榄枝所吸引，然后就是在俱乐

部开始闹情绪，最后以一个非常
低的白菜价加盟拜仁，这也使得
德甲联赛除了拜仁之外在欧冠联
赛上缺乏竞争力。

还记得几年前那支叱咤欧洲
的大黄蜂多特吗?当时阵中的莱
万、胡梅尔斯还有格策都被成功
策反到了拜仁。对于拜仁这样的
行为，很多球队也只能“敢怒不敢
言”，毕竟不管是经济实力、球队
人气还是球队实力，拜仁都领先
同联赛其他球队一大截。

推荐理由：瓦格纳将在拜仁扮
演何种角色？

本次比赛，里皮团队
将全面实地考察U 2 3球
员，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
未来将进入一线队，成为
国家队的新生力量。虽然
U23国足此次是东道主，
不过想获得好成绩并不
容易。

之前两届赛事，国足
只能作为第三档球队参
赛，但如今身为东道主，
国足成为了第一档球队。
此次国足与卡塔尔、乌兹
别克斯坦、阿曼处在同一
小组。卡塔尔无疑是最强
劲的对手，他们在上届赛
事中取得第4名的成绩；
而阿曼力压实力强劲的
伊朗进军正赛，是第四档
队伍中实力最强的；“中
亚狼”乌兹别克斯坦也有
成为黑马的实力。前两届
比赛中，U23国足与乌兹
别克斯坦和卡塔尔交手，
接连告负，此次想要从小
组中杀出重围并不容易。
其他小组中，还有卫冕冠
军日本队，不过他们此次
派出的是一支U20队，目
的是为了给东京奥运会
练兵；而伊拉克作为第一
届U23亚洲杯的冠军和上
届的季军，此次依然是夺
冠热门；韩国队所处的小
组悬念较大，叙利亚和澳
大利亚都是力量型打法，
而越南也并非鱼腩。

推荐理由：检验 U23
政策的机会来了！

巴塞罗那皇家社会

vs

利物浦 曼城

vs

大巴黎

vs

比赛时间：1月15日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库蒂尼奥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1月15日00: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范迪克 阿奎罗

比赛时间：1月15日04: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卡瓦尼

比赛时间：1 月 13 日 03: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瓦格纳 莱万

比赛时间：1月12日16: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韦世豪 邓涵文

中国

隔记者 李康培

英超本轮将迎来一场焦点
大战，那就是利物浦主场迎战
曼城。在两支球队的首回合交
锋中，曼城5:0血洗利物浦。如今
再度交手，利物浦势必要在主
场复仇。可是目前的曼城在英
超一骑绝尘，利物浦该靠什么
复仇？

在目前的英超积分榜上，
曼城20胜2平0负位居首位，甚
至领先第二名的曼联15分。利
物浦则是以12胜8平2负的战绩
位居积分榜第四位，距离曼城
有18分的差距。从两队的实力

和状态上来讲，曼城显然是高
出一筹。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球
员运作之后，利物浦已经悄然
完成变化，说不定会在主场制
造惊喜。

在这个转会期，利物浦用
队史最高身价签下荷兰中卫范
迪克，一下子就把羸弱的防线
进行补强。在克洛普麾下，范迪
克和马蒂普组成了新的中卫组
合。从风格上来说，两人完全互
补，而且空中优势明显。在代表
利物浦的首秀中，范迪克头球
绝杀死敌埃弗顿，表现堪称完
美。因为范迪克的到来，利物浦
的防线焕然一新，再也不是之

前的漏洞百出。
本轮面对曼城，将是对范迪

克以及利物浦这条防线的更大
考验。如果再出现0 :5这样的惨
案，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本赛季利物浦在主场的战绩非
常出色，面对曼联和切尔西均是
打平。

不过也正是因为平局太多，
导致利物浦在积分榜上难以追
赶竞争者。攻强守弱的问题，让
利物浦的积分流失太多。

作为英超进攻火力最强的
两支球队，曼城本赛季已经打进
了64球，利物浦则是打进了50
球。可是在失球数上，利物浦 22

轮丢了 25 个球，曼城则仅丢了
13个球。

上次交手，利物浦有些盲目
进攻，希望在客场和对手对拼，
显然在战术上就已经失误了。相
信这次交手，利物浦会吸取上次
的教训，力争在做好防守的基础
上展开进攻。

利物浦一直有着杀富济贫
的特性，面对强队时经常超常发
挥，面对弱队则时常阴沟翻船。
如今曼城在英超一骑绝尘，至今
未尝一败。如果此时利物浦可以
振奋精神迎头痛击，不仅可以报
了上轮惨败之仇，也可以让球队
重新找回强队风范。

英超赛场

1 月 13 日 22:30
德甲第 18 轮

不莱梅VS霍芬海姆
新浪直播

1月13日22:30
德甲第18轮

奥格斯堡VS斯图加特
新浪直播

1月13日22:30
德甲第18轮

汉诺威VS美因茨
新浪直播

雷恩1:6巴黎圣日耳曼
塞尔塔2:2皇马
AFC温布顿0:3热刺
诺丁汉森林4:2阿森纳
巴塞罗那3:0莱万特
卡利亚里0:1尤文图斯
艾舍利0:6拜仁慕尼黑
诺维奇0:0切尔西

一周重大比分

勒沃库森 拜仁

德甲赛场

南特

vs

乌兹别克

vs

1月12日19:30
U23亚洲杯小组赛
阿曼VS卡塔尔

CCTV-5+

1月13日19:30
U23亚洲杯小组赛
沙特VS伊拉克

CCTV-5+

1月14日19:30
U23亚洲杯小组赛
叙利亚VS韩国

CCTV-5+

U23亚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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