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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曼联 凯恩冲击英超百球

1月28日01:30
西甲第21轮

马拉加VS赫罗纳
PPTV

1月28日19:00
西甲第21轮

莱加内斯VS西班牙人
PPTV

1月29日01:30
西甲第21轮

塞维利亚VS赫塔菲
PPTV

西甲赛场

最近几个月，有关C罗将离
开皇马的消息愈演愈烈，雅虎英
国表示曼联和巴黎圣日耳曼是
葡萄牙巨星最有可能去的两支
球队。

据马德里方面的知情人向
雅虎体育透露，皇马主席弗洛伦
蒂诺会尽可能从这笔转会中获
得最大利润，但老佛爷明白俱乐
部肯定需要在转会费上有所妥
协。C罗目前的合同中含有一条
价值10亿欧元的解约金条款，雅
虎称球员要求自己的实际转会

费不能超过这一象征性价格的10
分之1，即1亿欧元。

据悉，C罗与弗洛伦蒂诺的
关系在最近几个月严重恶化，上
赛季皇马曾保证给C罗一份待遇
更好的合同，但至今没有兑现，
葡萄牙人为此感到非常不满。虽
然上赛季C罗带领皇马夺得联赛
冠军、欧冠冠军和世俱杯冠军，
但现在他的薪水已经被梅西和
内马尔所超过。

推荐理由：客战强敌，皇马
BBC能否继续奏凯？

2月1日03:45
英超第25轮

切尔西VS伯恩茅斯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1日03:45
英超第25轮

曼城VS西布朗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1日03:45
英超第25轮

埃弗顿VS莱斯特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曼联战胜伯恩利，在2018年
取得了各项赛事的四连胜。赛
后，穆里尼奥接受了BBC以及曼
联官网的采访，就一些热点的话
题一一给予了回应。

在谈到比赛时，穆里尼奥表
示：“这是非常艰难的，你知道
在这里踢球总是很难的。如果我
们能早点打入第二粒进球，我们
将杀死比赛，我们曾有这样的机
会，但没有把握住。但如果你没
有得分，那么你就有麻烦了，对
手一直活着，这让他们看到了希
望，随后他们派上了沃克斯，比
赛变得愈发的激烈，各种可能性
都有可能发生，但好在我们最终

守住了胜利。”
穆帅继续说：“伯恩利的防

守做得非常好。麦克·迪恩与他
的球队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始终
在做对的事情，非常有纪律性。
在比赛中，伯恩利打得非常直
接，有太多的身体接触以及第一
落点，第二落点的争抢，好在我
们的防守做得也不错。”

卢卡库本场虽然没有进球，
但奉献了一次助攻。穆里尼奥赛
后对他也是赞不绝口：“有时候
我们评价一名前锋时往往看他
的进球数，但这是不公平的。”

推荐理由：一场英超前四争
夺大战。

1月28日03:00
法甲第23轮
梅斯VS尼斯

PPTV

1月28日03:00
法甲第23轮

图卢兹VS特鲁瓦
PPTV

1月28日03:00
法甲第23轮

圣埃蒂安VS卡昂
PPTV

巴西权威媒体报道，现役
巴西国家队绝对核心内马尔确
实有意离开巴黎前往伯纳乌效
力，而皇家马德里同样希望引
入内马尔以顶替日渐老去的克
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成为球
队新头牌。

虽然郎有情、妾有意，但内
马尔和皇马想要达成转会都绕
不开巴黎这座大山，他们必须与
大巴黎进行谈判。

无论是在桑托斯或是在巴
萨，皇马都被传过希望将其召入

麾下，如今早已投奔法甲的内马
尔再次与皇马联系在一起，也不
是什么稀奇事了！

皇马高层认为，脱离巴萨
“魔爪”的内马尔转会己队的可
能性只会徒增，加上皇马当家球
星C罗已近生涯末年且状态也有
大幅下滑的趋势，球队必须寻找
新头牌人物，种种因素相加，内
马尔成为了银河战舰最合适的
人选。

推荐理由：深处转会漩涡的
内马尔将如何表现？

来自拜仁和沙尔克04两家俱
乐部的官方消息，沙尔克04球员
格雷茨卡将在今年夏天(7月1日)
转会加盟拜仁慕尼黑，由此今夏
德甲转会市场的一大悬疑剧也算
告破。

格雷茨卡是目前德国最火妖
星，1995年的他已经是德国队和
沙尔克04的绝对主力球员，他在
德国被称为“小巴拉克”，当时沙
尔克04签下他的时候只花了区区
300万欧元的费用，如今他成长为
德甲球星，沙尔克要想留住他几
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以格雷茨卡

的实力和名气，步入豪门也是迟
早的事。

拜仁能够拿下格雷茨卡几乎
是水到渠成的事，作为德甲班霸，
其他球队要想从德甲带走球星还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就是
他们需要迈过拜仁这道门槛，毕
竟拜仁可是德甲有名的挖掘机，
几乎是德甲17支球队为拜仁输血
供应球星，有钱有吸引力的拜仁
看上哪家球队的球星，基本不成
问题。

推荐理由：拜仁在德甲的领
先优势已经非常巨大。

在AC米兰下半程比
赛开打后，安德烈·席尔
瓦还没有在意甲中登场。
在球队输给亚特兰大，打
平佛罗伦萨后，AC米兰
的锋线桥头堡卡利尼奇
因浪费机会被球迷狂嘘。
迫于压力，在对阵克罗托
内的比赛中加图索更换
了首发前锋，但不是夏季
3 8 0 0万欧元加盟球队的
葡萄牙新星安德烈·席尔
瓦。而在下半场比赛中，
加图索换上卡利尼奇和
洛卡特利，在还有一个换
人名额的情况下，宁愿选
择浪费名额也没有换上
安德烈·席尔瓦。赛后，镜
头捕捉到了安德烈·席尔
瓦失落之中独自走回球
员通道的画面。

要知道C罗可是多次
在公开场合称赞自己的
这位葡萄牙小兄弟安德
烈·席尔瓦，并且称他为
自己的接班人。在席尔瓦
加盟米兰的第一时间C罗
也给予了祝福，甚至有媒
体爆料C罗曾建议皇马失
去莫拉塔后在冬歇期引
进安德烈·席尔瓦。这名
上赛季代表欧冠球队波
尔 图 打 入 2 1 球 的 席 尔
瓦，为什么 AC 米兰就是
不 愿 首 发 ？除 了 战 术 原
因，也与时运有关。

推荐理由：AC米兰重
现当年的辉煌肯定不是本
赛季了。

皇马瓦伦西亚

vs

热刺 曼联

vs

蒙彼利埃

vs

比赛时间：1月27日23: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C罗 齐达内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2月1日04:0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凯恩 卢卡库

比赛时间：1月28日0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卡瓦尼

比赛时间：1月27日22: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罗本 J罗

比赛时间：1月29日01: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因莫比莱 凯西

拉齐奥

隔记者 李康培

北京时间2月1日凌晨，英超
将迎来一场巅峰对决，那就是热
刺和曼联的直接较量。

在目前的英超积分榜上，曼
联16胜5平3负积53分，位居次
席。热刺则是以13胜6平5负的战
绩积45分，暂时居于第五位。因
为只有联赛前四名才能获得下
赛季欧冠席位，所以这样的强强
对话显得更为重要。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热刺当
家王牌射手凯恩已经在英超联
赛中打进99球。如果此役面对曼
联可以进球，那么他将步入英超

百球俱乐部殿堂。面对这样的荣
誉，凯恩势必会在面对曼联时寻
找杀机。在与曼联的首回合交锋
中，因为马夏尔的绝杀，热刺客
场败北。如今回到主场，热刺肯
定想要复仇。

作为近几个赛季热刺的头
号射手，凯恩如今已经成长为世
界级前锋，更是被多家欧洲豪门
相中。英超第23轮凯恩打进职业
生涯第98球，超越谢林汉姆成为
热刺队史英超射手王。

此外，凭借本场进球，凯恩
本赛季联赛进球数已达到 2 0
粒，他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三位
连续四个赛季都打进 20 球以上

的球员，前两位分别是阿森纳传
奇亨利和纽卡斯尔联传奇希勒。
第 24 轮，凯恩再度进球，将进球
总数提升至 99 球。这样一来，如
果在第 25 轮面对曼联时进球，
凯恩将成为英超历史上第27位
百球前锋。

对热刺而言，要想争取联赛
前四名资格，不只需要凯恩的进
球，更需要胜利。本赛季英超竞
争非常激烈，曼城一骑绝尘难以
追赶，身后的曼联、切尔西、利物
浦和阿森纳对热刺也形成前后
夹击之势。最近五场比赛，热刺
三胜两平，特别是在两场英超比
赛中遗憾打平，这让球队在积分

榜上掉出前四。
而且从对阵曼联的比赛开

始，热刺将迎来一波魔鬼赛场，
其结果或将影响球队的赛季命
运。在联赛中，热刺要接连对阵
曼联、利物浦、阿森纳。这样的争
四大战，不亚于一场场决战。热
刺在联赛后半段掉链子的桥段
已经多次上演，这三场大战热刺
需要为自己正名了。

在英超联赛对战三强之后，
欧冠联赛中热刺将迎来与意甲
豪门尤文图斯的淘汰赛首回合。
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的热刺，肯
定不想在这里就结束新赛季欧
冠征程。

英超赛场

1月27日22:30
德甲第20轮

多特蒙德VS弗莱堡
PPTV

1月27日22:30
德甲第20轮

斯特加特 VS 沙尔克 04
PPTV

1月27日22:30
德甲第20轮

科隆VS奥格斯堡
PPTV

里昂2:1巴黎圣日耳曼
国际米兰1:1罗马
贝蒂斯0:5巴塞罗那
南安普顿1:1热刺
卡利亚里1:2AC米兰
皇马7:1拉科鲁尼亚
拜仁慕尼黑4:2不莱梅
亚特兰大0:1那不勒斯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霍芬海姆

德甲赛场

大巴黎

vs

AC米兰

vs

1月28日22:00
意甲第22轮

那不勒斯VS博洛尼亚
PPTV

1月28日22:00
意甲第22轮

都灵VS贝内文托
PPTV

1月29日03:45
意甲第22轮
罗马VS桑普

PPTV

意甲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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