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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2年来最大胜利
BBC273天再次合体

北京时间1月22日，皇马
7：1大胜拉科鲁尼亚，是本赛
季也是近两年来最大比分胜
利。BBC组合也时隔273天再
次合体，皇马球员也期待着
通过这次大胜来完成反弹。

本场比赛齐祖将本泽马
作为后手，留下半时登场，当
时虽胜局已定，不过还是让
球迷振奋，毕竟是时隔273天
后，BBC组合首次场上重聚，
上回还是2017年4月23日2：3
负巴萨的世纪大战。本赛季
联赛对垒巴萨时，贝尔也已
伤愈，但本泽马66分钟伤退，
贝尔6分钟后被换上，三人无
缘同框。

BBC组合是皇马近几年
欧战空前成功的标志，下半
赛季白衣军将主攻杯赛，三
叉戟重聚以及这场大胜，对
球队士气的鼓舞与提振会有
作用。 综合

C罗被赞世界最佳
总裁调侃梅西最差

皇马大胜拉科鲁尼亚，
赛前C罗在球员通道内与球
童开玩笑的对话，也被转播
机构曝光，小球童恭维C罗是
世界最佳，并接着C罗的话说
梅西是最差的，C罗也被小球
童逗乐了。

此役皇马主场作战，C罗
与队友们进场前在球员通道
内做准备，几个小球童也与
偶像们待在一起。有一个小
球童说：“C罗，你是我最喜欢
的球员”，另一个球童说：“也
是我的(偶像)”，前一个小球
童又补充说“对我而言，你是
最好的，额，全世界最好的，
而梅西是……”

C罗被小孩子的童真话
语给逗乐了，接着话题说道：

“是差的。”C罗的接话更让小
球童们乐不可支，第二个小
球童也跟着嚷道，“是最差
的，最差的，最差的。” 综合

皇马下逐客令
C罗标价1亿欧

在皇马对阵拉科时，C罗
进球后面无表情，葡萄牙人
显得并不开心。也许C罗意识
到，他距离离开伯纳乌已经
越来越近了。

雅虎体育记者卡斯特莱
斯独家报道称，皇马已经给C
罗下了逐客令。弗洛伦蒂诺
明确告知C罗，葡萄牙人可以
为自己寻找新东家了。

最近一段时间，弗洛伦
蒂诺和C罗之间的关系很紧
张。在上赛季欧冠夺冠后，弗
洛伦蒂诺曾答应为C罗加薪
续约。但随着皇马本赛季战
绩一路下滑，弗洛伦蒂诺拒
绝与C罗续约，老佛爷更想要
在今夏换血完成重建。C罗认
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和背叛，
他不惜以离队相威胁。

在转会费大幅度上涨的
今天，C罗身价几何？卡斯特
莱斯指出，C罗希望弗洛伦蒂
诺能把标价控制在一亿欧元
之内，这只是他十亿违约金
的十分之一。皇马卖价越低，
C罗自然能向新东家索要更
高的薪水。

综合

西西甲甲前前 2200 轮轮皇皇马马落落后后巴巴萨萨 1199 分分

CC 罗罗场场均均 00 .. 44 球球近近 1100 年年最最低低
前20轮丢17分

皇马迎8年来最差半程

目前，皇马在联赛中排在第
4的位置，如不能及时调整状态，
甚至于排在身后的比利亚雷亚
尔和塞维利亚都有可能反超皇
马，很难想象连续两届欧冠冠军
皇家马德里出现在下赛季的欧
联杯赛场之上。

与上赛季相比，本赛季皇马
场均 19 . 33 次射门和 15 . 44 次创
造机会都高于取得联赛冠军的
2016-2017 赛季。但是在临门一脚
上，皇马本赛季的进球把握性远
低于上赛季，本赛季场均 2 . 05 粒
进球比上赛季相差0 . 74粒，如果
不是7：1大胜降级区球队拉科鲁
尼亚，与上赛季的场均进球差距 将会拉大到1粒球以上。

尽管西甲还有一半的比赛
尚未进行，但是纵观球队近8个
赛季以来前20轮的表现，皇马本
赛季的表现已是最差的一个赛
季。本赛季皇马在前20轮共丢了
18个球，与前7个赛季相差无几，
但是皇马本赛季只打进39粒进
球，与此前相差甚大。

此外，皇马本赛季前20轮积
35分丢17分同样是近8个赛季以
来的新低。皇马急需在后半程联
赛中找回卫冕冠军应有的状态，
否则在接下来的欧冠1/8决赛中
很可能会被内马尔率领的大巴
黎淘汰出局。

场均射门6 . 72次

C罗进1球需射门17次

作为球队当家球星，皇马本
赛季联赛表现不佳与 C 罗的状
态下滑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C罗在联赛中的表现不佳已
经是大家所认同的事实，一方面
C罗在联赛中仅打进6球。另一方
面，C罗场均射门6 . 72次联赛最

多，但是场均只能打进0 . 4粒球。
目前为止，C罗平均进一球需要
射门16 . 8次；作为对比，梅西平均
进1球仅需射门6 . 3次。如果仅从
进球数据来看，C罗本赛季场均
0 . 4粒进球的表现是他2006-2007
赛季以来的最低值，那个时候C
罗还效力于曼联。或许状态下滑
才是皇马管理层多次拒绝C罗涨
薪请求的根本原因。

净胜球18：3

皇马下半场遭遇崩盘

如果只看比赛的上半场，皇
马共进 25 球、失 7 球，取得 12 胜
7 平的不败战绩，这一数据力压
巴塞罗那高居西甲榜首。而到了
比赛的下半场，皇马只打进了14
球却丢了11球，战绩仅为6胜8平5
负，在积分榜上落后巴萨高达26
个积分排在西甲第八。

皇马 0：1 不敌贝蒂斯的失
球、1 ：2 不敌赫罗纳的两个失
球、国家德比 0：3 输给巴塞罗那
的三个失球以及 0：1 败给比利
亚雷亚尔的失球全部是来自比

赛的下半场。此外，皇马在 2 ：2
战平瓦伦西亚以及 2：2 战平维
戈塞尔塔的比赛中也是在下半
场被对手扳平，失去取得 3 分的
机会。下半场的低迷已经成为了
皇马本赛季状态不佳的缩影。目
前来看，皇马急需找到在下半场
保住优势的办法。

伯纳乌已丢11分

主场战绩5年来最差

伯纳乌一直以来便是皇马
敌人的噩梦，不过本赛季伯纳乌
似乎不再庇护银河战舰。

此前 4 个赛季，皇马最多在
主场丢掉 7 分，而本赛季还剩 8
个主场的情况下，皇马已经在主
场丢掉了 11 分之多，其主场战
绩也首次下滑到第 3 的位置。

主场战绩不佳、下半场接连
遭遇反扑、BBC 无法恢复巅峰
状态，皇马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是
数个赛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球
队面临着联赛追分以及欧冠淘

汰赛对阵大巴黎的困境。相比签
下库蒂尼奥的巴塞罗那，皇马急
需通过自我提升找回欧冠卫冕
冠军的风采。

隔记者 魏露

西甲联赛第20轮，
皇家马德里主场7：1大
胜拉科鲁尼亚，但是卫
冕冠军依然只排在联
赛第4的位置，不仅落后
死对头巴塞罗那19分之
多，而且比第3名的瓦伦
西亚也少了5分。纵观皇
马本赛季的糟糕表现，
除去人员流失和伤病
等因素，球队和球员都
有不同的问题。尤其是
当家球星C罗，本赛季
场均0 . 4粒进球是近10
年以来的最低。

赛季
胜/

平/负
进/
失球

积/
失分

排
名

2010-2011
16/
3/1

48/17 51/6 2

2011-2012
17/
1/2

70/18 52/7 1

2012-2013
12/
4/4

50/20 40/16 3

2013-2014
16/
2/2

58/21 50/8 3

2014-2015
17/
0/3

66/17 51/9 1

2015-2016
13/
4/3

57/19 43/13 3

2016-2017
14/
4/2

52/19 46/10 1

2017-2018
10/
5/4

39/18 35/17 4

皇马上下半场战绩对比

上半场 下半场

胜/平/负 12/7/0 6/8/5

进/失球 25/7 14/11

积分 43 26

排名 1 8

赛季 胜/平/负积/失分排名

2013-2014 16/1/2 49/7 2

2014-2015 16/2/1 50/5 1

2015-2016 16/1/2 49/7 1

2016-2017 14/4/1 46/7 2

2017-2018 6/2/3 20/11 3

皇马近赛季主场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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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罗近5个赛季联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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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均进球0 . 17粒

本泽马射门仅有2 . 3次

事实上，皇马中锋本泽马本
赛季的表现已经远远落后于此位
置上的其他球员。

在中锋位置上，哈里·凯恩、
伊卡尔迪和苏亚雷斯都是各自球
队的重要武器，而这三人场均分
别为球队打进0 . 97、0 . 92和0 . 74粒
进球，作为对比，本泽马场均只能

为皇马打进 0 . 17 粒球。即使在射
门机会上，本泽马场均 2 . 3 次的
射门也是 4 人中最低的一个。

皇马在欧冠的对手巴黎圣日
耳曼近来状态大火，本赛季大巴
黎在各项赛事的31场比赛中打进
106粒进球，皇马在各项赛事的33
场比赛中只打进68粒进球，与此
同时，内马尔、卡瓦尼和姆巴佩三
人联手打入 6 7粒球，远远高于
BBC组合的29粒进球。

本泽马与其他中锋对比

皇马进攻端表现

场均进球 场均射门

场均

创造

机会
本赛

季
2 . 05 19 . 33 15 . 44

上赛

季
2 . 79 17 . 42 13 . 74

皇马近赛季前20轮表现


	4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