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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拿什么拯救你，皇马！

1 月 20 日 23:15
西甲第 20 轮

马竞 VS 赫罗纳
PPTV

1 月 22 日 01:30
西甲第 20 轮

皇家社会 VS 塞尔塔
PPTV

1 月 22 日 03:45
西甲第 20 轮

贝蒂斯 VS 巴塞罗那
PPTV

西甲赛场

根据西班牙的报道，皇马已
经决定在赛季结束后解雇齐达
内，并正在与德国国家队主教练
勒夫谈判，希望在世界杯结束后
执教皇家马德里。

皇家马德里主席佩雷斯已
经决定本赛季结束后正式解雇
齐达内，并与齐达内的替补进行
了会谈。报道称，皇家马德里的
高层正在和勒夫进行谈判，并对
德国主教练会接受他们的建议
感到乐观。而勒夫执教皇家马德
里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位 57 岁的

主教练与德国足协的合同，他们
的合同一直持续到 2020 年。

但是皇家马德里希望他们
能与德国足协达成协议，在今年
夏天俄罗斯世界杯结束后将他
带到西班牙首都。自 2006 年以
来，勒夫一直管理着德国国家
队，并带领德国国家队在 2014 年
世界杯上成功捧起大力神杯。此
外，热刺主教练波切蒂诺也是皇
马的目标人选。

推荐理由：低迷皇马如何在
联赛中反弹？

1 月 20 日 20:30
英超第 24 轮

布莱顿 VS 切尔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 月 20 日 23:00
英超第 24 轮

伯恩利 VS 曼联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 月 20 日 23:00
英超第 24 轮

阿森纳 VS 水晶宫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和利物浦的比赛，曼城暴露
了自身最大的弱点防守。

当然，在这场比赛前，曼城
22 场联赛进了 64 个球，只丢 13
球，进球最多，失球最少，从数
据上看，防守没什么问题。但事
实上，也许正因为进球太多，所
以防守的问题才被最大限度地
掩盖了。换句话说，曼城是用强
大的进攻弥补了防守上的不足。

或许是对利物浦拿下本场
比赛的决心估计不足，曼城球员
没有想到对手拿出了打杯赛决
赛的干劲来应对这场比赛。三叉
戟马内、萨拉赫和菲尔米诺，要
速度有速度，要技术有技术，把

曼城防线折磨得狼狈不堪。一向
把别人摁着打的曼城哪经历过
这个？

一直以来，瓜迪奥拉执教的
球队都以进攻见长，而在防守方
面也一直被人诟病。在执教曼城
后，瓜帅不惜花重金重新打造了
曼城的防线。斯通斯 4750 万镑、
沃克尔 5000 万镑、门迪 5200 万
镑、达尼洛 3000 万镑、埃德森
3400 万镑，粗略一算，瓜帅在防
线上花的钱已经有 2 亿之巨，说
这条防线是用黄金打造的，也毫
不为过。

推荐理由：输球后的曼城会
不会拿纽卡斯尔撒气？

1 月 21 日 00:00
法甲第 22 轮

南特 VS 波尔多
PPTV

1 月 21 日 03:00
法甲第 22 轮
雷恩 VS 昂热

PPTV

1 月 21 日 03:00
法甲第 22 轮

蒙彼利埃 VS 图卢兹
PPTV

巴黎圣日耳曼前锋内马尔
已经和他的经纪人进行了会谈，
并要求他们让转会皇马发生。有
报道表明，他转会到皇家马德里
是迫在眉睫的，但马德里将不得
不承担接近 3 . 57 亿英镑的费用。

皇家马德里主席佩雷斯早
些时候表示，他希望签下巴西巨
星。巴黎圣日耳曼超级巨星在上
赛季结束后，以 1 . 98 亿英镑的价
格来到法国，在巴黎寻求新的挑
战和更有说服力的角色。最新的
报告显示，在本赛季结束时转会

马德里的可能性很大。
显然，在马德里会更容易赢

得金球奖，而内马尔渴望得到金
球奖，皇家马德里也需要一位这
样的超级巨星。据马卡报报道，
佩雷斯渴望得到世界上最贵的
球员，但将承担惊人的 3 . 57 亿英
镑。目前，内马尔与姆巴佩和卡
瓦尼组成了一个令人畏惧的攻
击组，能够威胁整个欧洲任何的
防御。

推荐理由：面对魔鬼主场，
大巴黎如何应对？

拜仁队史有那么一批球员，
他们出自拜仁青训体系，但为一
线队效力没多久就转投他队，待
他们再次回归时早已沧海桑田。

德甲下半程揭幕战拜仁 3 :1
力克勒沃库森，比赛的第 78 分
钟，瓦格纳替换里贝里登场，虽然
没能利用短暂的出场时间建功立
业，但瓦格纳刷新了一项队史纪
录。这位大中锋上一次为拜仁出
场还是 2007-2008 赛季的事，两次
联赛出场相隔 10 年，精确点说：
瓦格纳两次为拜仁出场相隔了
3785 天。

对比其他拜仁二进宫球员：
胡梅尔斯两次出战联赛相隔 3387
天、埃芬博格 2 2 8 2 天、皮萨罗
1925 天，德雷尔 1666 天，瓦格纳
成为拜仁队史出战两场联赛间隔
时间最长的球员。虽然这项纪录
只和时间相关，但也从另一角度
诠释着拜仁的建队之道：借鸡生
蛋。只不过近年拜仁一再缩短队
内优秀球员“外出练级的时间”，
阿拉巴、克罗斯外租均不到 2 年
便回收。

推荐理由：期待瓦格纳回归
拜仁后的首球。

在经历了赛季初的
高光之后，国际米兰如今
陷入了低迷，联赛五轮不
胜之后，蓝黑军团已经从
榜首的位置滑落至第三，
且与领头羊那不勒斯有
多达 9 分的差距。如今，
冬季转会窗口已经开启，
国际米兰自然希望好好
利用这次机会，对阵容进
行补强，他们的主要目标
之一——— 巴塞罗那中场
拉菲尼亚，看起来很快便
会来到梅阿查，双方的谈
判如今只差一些细节问
题需要解决。

拉菲尼亚即将加盟
国际米兰令球迷们非常
欣喜，但是这对于布罗佐
维奇来说可不是什么好
消息。在斯帕莱蒂执教国
米之后，布罗佐维奇从此
前球队的核心沦落为如
今的板凳席常客，他在本
赛季联赛中出场 1 4 次，
其中只有 7 次是首发登
场，而他交出的成绩单为
3 球、1 助攻。《意大利天
空体育》称，国际米兰已
经将布罗佐维奇推荐给
了塞维利亚新任主帅蒙
特拉，蓝黑军团为了不触
犯财政公平法案，希望用
出售球员的方式来筹集
资金。该报进一步称，布
罗佐维奇可能会在冬窗
离队加盟塞维利亚。

推荐理由：意甲第三
与第五的直接对话。

拉科鲁尼亚皇马

vs

曼城 纽卡斯尔

vs

大巴黎

vs

比赛时间：1月21日23: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齐达内 C罗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1 月 21 日 01: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瓜迪奥拉 阿奎罗

比赛时间：1月22日04: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费基尔

比赛时间：1 月 21 日 22: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穆勒 莱万

比赛时间：1 月 22 日 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伊卡尔迪 哲科

罗马

隔记者 李康培

西甲 19 轮战罢，皇家马德
里主场不敌比利亚雷亚尔，爆出
大冷门。巴塞罗那则在客场逆转
4:2 战胜皇家社会，继续保持联
赛不败。这样一来，皇家马德里
距离榜首的巴塞罗那已经有 19
分的差距，在积分榜上位居第四
位，本赛季已经基本无望争取联
赛冠军。

之前顺风顺水的皇马为何
这个赛季联赛疲软，欧冠小组
赛也没能以第一身份晋级。在
欧冠淘汰赛中，作为卫冕冠军
的皇马将遇到如今大红大紫的

巴黎圣日耳曼，并没有绝对的
晋级把握。一旦欧冠再失利，那
么皇马本赛季将面临毫无斩获
的境地。

其实皇马走到今天，并非状
态或者球员能力问题，而是受困
于球队替补实力以及伤病。夏季
转会市场，皇马放走了 J 罗以及
莫拉塔这样的即战力球员，导致
球队战术缺乏变通，几乎是一套
主力多线作战。

莫拉塔在切尔西是首发前
锋，头球能力笑傲五大联盟。尽
管有多次单刀不进的经历，但依
然是能力很强的桥头堡球员。J
罗在拜仁过得也是非常开心，相

比起在皇马的不被重用，如今的
哥伦比亚人享受着作为中场核
心的角色。试想如果这样的球员
还能在皇马效力，齐达内的排兵
布阵哪会有如此困难。

除了人员，伤病问题也对皇
马造成了不少冲击，特别是贝尔
的长时间缺阵，让 BBC 难以重
现当年的威力，导致很多时候球
队打不开局面。

相比之下，死敌巴塞罗那尽
管损失了内马尔，但一直在转会
市场不断运作，从登贝莱、保利
尼奥到库蒂尼奥均展示出俱乐
部的决心。特别是保利尼奥的到
来，就像是填补了巴塞罗那中场

的短板，和球队完美融合，展示
出了世界级中场的实力。

面对接下来的比赛，皇马该
怎么办？那就是买人，继续充实
自身阵容。很多人都说该换掉齐
达内，实则不然。换任何一个教
练过来，都会有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的尴尬。目前皇马的球队对齐
达内还是非常尊重的，从稳定角
度考虑还是应该留任。

皇马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
欧洲最好的球队之一，但缺乏未
雨绸缪的意识，没能给球队及时
补强，反而是不断卖人。如今国
际足坛风云变幻，没有球队可以
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

英超赛场

1 月 20 日 22:30
德甲第 19 轮

沃尔夫斯堡 VS 法兰克福
PPTV

1 月 20 日 22:30
德甲第 19 轮

美因茨 VS 斯图加特
PPTV

1 月 20 日 22:30
德甲第 19 轮

门兴 VS 奥格斯堡
PPTV

南特 0:1 大巴黎
皇家社会 2:4 巴塞罗那
西班牙人 1:1 毕尔巴鄂
利物浦 4:3 曼城
伯恩茅斯 2:1 阿森纳
埃瓦尔 0:1 马竞
热刺 4:0 埃弗顿
皇马 0:1 比利亚雷亚尔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不莱梅

德甲赛场

里昂

vs

国际米兰

vs

1 月 21 日 22:00
意甲第 21 轮

乌迪内斯 VS 斯帕
PPTV

1 月 21 日 22:00
意甲第 21 轮

博洛尼亚 VS 贝内文托
PPTV

1 月 21 日 22:00
意甲第 21 轮

桑普 VS 佛罗伦萨
PPTV

意甲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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