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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西欧冠资格告急！

3月3日23:15
西甲第27轮

塞维利亚VS毕尔巴鄂
PPTV

3月4日03:45
西甲第27轮

皇马VS赫塔菲
PPTV

3月4日19:00
西甲第27轮

莱万特VS西班牙人
PPTV

西甲赛场

巴萨在诺坎普对阵赫罗纳
的西甲比赛中取得了一场酣畅
淋漓的胜利。库蒂尼奥的穿云箭
打入了他西甲的首个进球，登贝
莱的助攻也让苏亚雷斯打入本
场个人的第三粒进球，让他成为
巴萨队史第六高的得分手。但这
样一个里程碑之夜，梅西的光芒
似乎更加耀眼。

梅西在本场比赛两射一传，
延续着他良好的竞技状态。在助
攻苏亚雷斯打入扳平比分的进
球后，梅西成为西甲历史助攻

王。两粒进球让他追平了盖德·
穆勒保持的连续10个赛季联赛打
入22球的纪录。梅西本场对阵赫
罗纳的进球也意味着他已经攻
破36支西甲不同球队的大门，超
越劳尔保持的攻破西甲不同俱
乐部球门数量最多的纪录。

这是一个属于梅西的纪录
之夜，梅西职业生涯到现在已打
进598个进球，600球里程碑的一
刻一定不会让球迷等得太久。

推荐理由：西甲积分榜前两
名的直接较量。

3月3日23:00
英超第29轮

热刺VS哈德斯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3月4日01:30
英超第29轮

利物浦VS纽卡斯尔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3月4日21:30
英超第29轮

布莱顿VS阿森纳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26日，曼城3:0大胜阿森
纳，夺得本赛季联赛杯冠军，这
是蓝月军团历史上第5次问鼎该
项赛事的冠军，与曼联、切尔
西、阿斯顿维拉并列第二，仅次
于8次折桂的利物浦。这样一来，
最近三届联赛杯冠军都被曼市
双雄包揽！

曼城此前4次夺得联赛杯冠
军，与热刺、诺丁汉森林并列。
前两次都发生在1970年代，此后
长达38年无冠，终于在2014年再
戴桂冠。两年后，佩工二进决
赛，遭遇克洛普率领的利物浦，
两队鏖战120分钟难分胜负，阿
根廷门神卡巴莱罗在点球大战

立功，最终帮助蓝月亮三年两度
问鼎。

上赛季瓜迪奥拉初来乍到，
曼城在16强战抽到曼联，结果0:
1被淘汰出局。本赛季蓝月亮终
于露出冠军真容：2 :1力克西布
朗，点球生擒狼队，点球再胜蓝
狐，半决赛首回合逆转布里斯托
尔城，次回合3:2险胜，一路磕磕
绊绊闯进决赛，但在温布利大球
场迎来3球大捷，成功夺得第5尊
联赛杯奖杯，从而追平红魔、蓝
军和阿斯顿维拉，夺冠数量仅次
于利物浦。

推荐理由：英超新旧霸主之
间的较量。

3月4日03:00
法甲第28轮
亚眠VS雷恩

PPTV

3月4日03:00
法甲第28轮

圣埃蒂安VS第戎
PPTV

3月4日03:00
法甲第28轮

梅斯VS图卢兹
PPTV

巴黎圣日耳曼有意清洗卡
瓦尼，虽然乌拉圭人进球效率
有保证，但因为与内马尔关系
不佳，卡瓦尼可能被迫离队；巴
黎想要用莱万多夫斯基来顶替
卡瓦尼，但皇马也想用莱万来
顶替本泽马，本泽马已经成为
一个不会进球的前锋，把他2 8
战7球的数据来与莱万3 3战2 9
球相对比，本泽马给波兰神锋
让位真不冤。

无论巴黎还是皇马，想要
得到莱万多夫斯基将至少要付

出1 . 6亿欧元转会费。
莱万结束了与原经纪人库

查尔斯基的合作，他的新经纪
人是扎哈维。媒体表示，这意味
着莱万有意开启职业生涯的新
征程，而波兰神锋给扎哈维的
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他寻找一
家新的顶级俱乐部，莱万初步
的计划是在世界杯结束后完成
转会，扎哈维已经开始着手早
期的准备工作了。

推荐理由：大巴黎是否因为
欧冠而在联赛留力？

主场0:0闷平柏林赫塔，意味
着拜仁未能创造15连胜的队史新
纪录，莱万也未能打破自己和海
因克斯共同保持的连续11个主场
破门纪录。

本场比赛乌尔赖希继续出任
首发门将，聚勒胡梅尔斯搭档中
后卫，阿拉巴和拉菲尼亚镇守两
边，马丁内斯坐镇单后腰，“罗贝
里”联袂首发，队长穆勒和蒂亚戈
在前腰位置上为单箭头莱万多夫
斯基提供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
场比赛也是莱万多夫斯基第250
次亮相德甲。

一场平局无须让球迷对拜仁
本赛季的前景感到担忧，甚至各
项纪录的终结更有利于拜仁卸下
过去一段时间的沉重包袱，在接
下来的三线作战中轻装上阵。

如今的拜仁，联赛遥遥领先，
德国杯跻身半决赛，欧冠也已经
一只脚踏入8强大门，此时联赛稍
稍放缓脚步，对海因克斯和他的
弟子们而言并非坏事，调整好心
态和节奏，接下来的拜仁依旧大
有可为。

推荐理由：没有纪录压力的
拜仁轻装上阵。

2月2 3日，尽管踢得
并不出色，但AC米兰仍
然凭借博里尼的进球双
杀卢多格雷茨。红黑军团
不仅实现了晋级十六强
的目标，将不败纪录延续
到1 1场，而且通过轮换、
变阵，为魔鬼赛程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首回合客场以3：0取
胜，加图索在次回合进行
轮换在情理之中，但轮换
7人还是让人有些惊讶。
如果不是凯西上一轮联
赛被禁赛、安东内利因伤
缺席，R罗、凯西也会轮
休 。做 出 如 此 之 大 的 轮
换，加图索显然是在为魔
鬼 赛 程 做 准 备 。此 役 之
后，米兰将在意甲、意大
利杯连续对阵罗马、拉齐
奥和国际米兰，场场不容
有失，因此加图索必须给
球员轮休机会，以保证未
来1 0天之内的三场比赛
里有充足的体能。

尽管如此，米兰还是
凭借实力战胜了对手，将
各项赛事的不败纪录延
续到了 1 1 场。而在欧联
杯，米兰近6个主场保持
不败，5次取胜，而且4次
零封对手。如此出色的成
绩，已经证明了加图索的
执教能力，而他也已经赢
得了球员、俱乐部、球迷
和业内人士的信任。

推荐理由：米兰德比
已经难现当年的精彩。

马竞巴塞罗那

vs

曼城 切尔西

vs

大巴黎

vs

比赛时间：3月4日23: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格列兹曼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3月5日00:0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瓜迪奥拉 孔蒂

比赛时间：3月4日0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卡瓦尼

比赛时间：3月5日01: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莱万 穆勒

比赛时间：3月5日03: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伊卡尔迪 加图索

国际米兰

隔记者 李康培

英超第28轮，切尔西客场1:2
不敌曼联，在积分榜上已经滑落
到第五位。对于只有前四才能获
得欧冠资格的切尔西而言，已经
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目前在英超积分榜上，切尔
西28轮过后积53分，落后第四名
的热刺2分。距离英超榜首的曼
城，更是有着19分的差距。排在
第六位的阿森纳只有45分，已经
基本放弃了欧冠资格争夺。所以
说，英超前四名的争夺注定在曼
城、曼联、利物浦、热刺和切尔西
这五支球队中产生。切尔西目前

的处境最为不利，一是积分上处
于下风，另外就是赛程上也面临
极大考验。

作为上赛季英超冠军，切尔
西本赛季如果不能得到欧冠资
格，那么主教练孔蒂的下课也就
在所难免了。更为考验孔蒂和切
尔西的是，下轮联赛他们将遭遇
英超领头羊曼城。在被曼联击败
后，如果再被曼城击败，恐怕本
赛季切尔西的英超征程就算是
基本结束了。按照切尔西老板阿
布更换主教练的魄力，任何时刻
孔蒂都有可能走人。

在执教切尔西的上个赛季，
孔蒂凭借着情急之下的变阵获

得新生，352的阵型让球队迅速
成为积分榜领头羊，也让自己躲
过了下课危机。当时的切尔西攻
防结合，不但保持了铁血蓝军的
防守，也在进攻端彻底释放了阿
扎尔、科斯塔等人的进攻才华。
中场方面更是凭借着坎特、马蒂
奇等人的组织和拦截，成为英超
最好的后腰组合。

谁知在本赛季开打之前，孔
蒂先是放弃了锋线头牌科斯
塔，甚至直接发短信告诉球员。
到目前为止，对于科斯塔和孔
蒂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外界
依然不得而知。

如果说失去科斯塔还不算

伤筋动骨，毕竟更为年轻的莫拉
塔到来也是极大补充，那么马蒂
奇转会曼联就可以称得上是孔
蒂昏招了。作为切尔西曾经的最
佳球员，马蒂奇防守面积极大，
而且有着丰富的英超比赛经验。
如果切尔西将其卖给中游球队
或者其他联赛球队还可以理解，
可是卖给死敌曼联无论如何也
解释不通。本赛季马蒂奇在曼联
是铁打主力，在攻防两端依然贡
献着巨大能量。

目前切尔西一方面需要在
联赛中争夺前四资格。另外在欧
冠淘汰赛中，他们在首回合和巴
塞罗那1:1战平。

英超赛场

3月3日22:30
德甲第25轮

汉堡VS美因茨
PPTV

3月3日22:30
德甲第25轮

沙尔克04VS柏林赫塔
CCTV-5+

3月3日22:30
德甲第25轮

法兰克福VS汉诺威
PPTV

罗马0:2AC米兰
大巴黎3:0马赛
塞维利亚2:5马竞
阿森纳0:3曼城
曼联2:1切尔西
水晶宫0:1热刺
国际米兰2:0贝内文托
皇马4：0阿拉维斯

一周重大比分

弗赖堡 拜仁

德甲赛场

特鲁瓦

vs

AC米兰

vs

3月4日22:00
意甲第27轮

乌迪内斯VS佛罗伦萨
PPTV

3月4日22:00
意甲第27轮

亚特兰大VS桑普
PPTV

3月4日22:00
意甲第27轮

切沃VS萨索洛
PPTV

意甲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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