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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 C 罗又回来了

3月17日23:15
西甲第29轮

瓦伦西亚VS阿拉维斯
PPTV

3月19日01:30
西甲第29轮

比利亚雷亚尔VS马竞
PPTV

3月19日03:45
西甲第29轮

皇马VS赫罗纳
PPTV

西甲赛场

回顾巴萨对马拉加的比赛，
几乎没有胜负悬念。《阿斯报》指
出，巴萨以最省力的方式解决了
战斗，足球有时候是难以预测的，
但这场比赛却并非如此。

战胜马拉加之后，巴萨将开
局不败纪录延续到28场，继续扩
大队史纪录的同时，还超越了皇
马在1968-1969、1988-1989赛季创
造的纪录。而在跨赛季，巴萨已经
35轮保持不败，巧合的是，巴萨上
一次在西甲告负正是在客场0：2
负于马拉加，当时是在2017年4月

8日，时隔11个月，巴萨成功复仇。
超越皇马之后，巴萨的下一

个挑战是皇家社会在 1979-1980
赛季创造的 32 轮不败的纪录。巴
萨未来 4 轮的对手分别是毕尔巴
鄂竞技、塞维利亚、莱加内斯和瓦
伦西亚，如果在这 4 场比赛里保
持不败，那么巴萨将追平皇家社
会的纪录，而如果在对塞尔塔时
继续保持不败，那么巴萨将创造
西甲史上的全新纪录。

推荐理由：看巴萨能否保持
不败纪录？

3月17日20:30
英超第31轮

伯恩利VS切尔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3月18日21：30
英超第31轮

西汉姆联VS曼联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3月19日00：00
英超第31轮

曼城VS布莱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克洛普自从接手红军后，利
物浦采用了攻势足球的踢法，非
常有观赏性，在过去的几个赛季
的英超赛场，红军每个赛季打入
的进球数都位居英超前列。

本赛季，利物浦依旧延续这
进攻的踢法，球队在前 29 轮的
比赛中打入 67 个进球，是英超
进球数排名第二的球队，仅次于
打入 83 球的曼城。

虽然红军进攻华丽，但是最
近几个赛季，球队的防守却一直
拖累着红军的成绩，而利物浦也
一直希望签下范迪克这位中卫
补强实力，虽然范迪克最终在冬
窗来到了红军，但是这位荷兰中

卫的到来却并没有立即解决球
队的防守问题。在其加盟红军
后，范迪克在英超出场六次，六
场比赛一共丢掉了6个球，场均
丢球数达到1个。

克洛普治下的利物浦进攻
虽然强大，但是面对豪门球队
时，进攻威力会受到限制，而防
守的弱点则暴露的更多，而这也
制约着红军取得佳绩。因此对于
红军来说，买入一个范迪克不是
一劳永逸解决防守的办法，如何
从战术层面解决防守的漏洞是
渣叔应该考虑的问题。

推荐理由：一个范迪克解救
不了防守问题！

3月17日03：45
法甲第30轮

摩纳哥VS里尔
PPTV

3月18日22：00
法甲第30轮
梅斯VS南特

PPTV

3月19日04：00
法甲第30轮
马赛VS里昂

PPTV

在欧冠止步16强之后，回到
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迅速开启
了虐菜模式。在巴黎王子公园球
场以5：0战胜梅斯之后，巴黎本赛
季已经打入115球，创造队史纪
录，联赛打入91球则继续排名欧
洲五大联赛之首。

不仅如此，巴黎还创造了另
外两项纪录。在法甲，巴黎29轮打
入91球，继续位居五大联赛进球
榜榜首，曼城(83球)、摩纳哥(72
球)分居第2、3位。同时，巴黎39轮
之后拿到77分，同样创造队史新

纪录。如果最后9场法甲全胜，那
么巴黎最终的积分会高达104分。

然而，创造如此众多的纪
录，无法掩盖巴黎被淘汰出欧冠
的失望之情。法甲对手竞争力不
够强，巴黎往往依靠二线阵容或
个人能力就可以解决战斗，这显
然不利于球队打造出强大的战
斗力。在法甲无往而不利，或许
正是巴黎连续2个赛季止步欧冠
16强的关键原因。

推荐理由：欧冠失意，联赛
出气？

拜仁在 0：0 战平柏林赫塔终
结了 14 连胜后，迎来了新一波高
潮。先后客场 4：0 胜弗莱堡，主场
6：0 胜汉堡，两轮比赛轰下 10 粒
入球。本场比赛更是展示出他们
在攻防两端的绝对统治力：射门
数是恐怖的 18：1 暂且不说，传递
678次更是对手的三倍。

26轮战罢，虽然沙尔克04顶
住了“拜仁毒尾气”的诅咒继续排
在第二位，但他们同榜首的差距
已经维持在20分。纵观五大联赛，
拜仁本赛季的绝尘之势，让包括
曼城和大巴黎在内的其他联赛寡

头也难以望其项背。虽然在欧冠
之后还要迎接莱比锡和多特这两
个强敌，在联赛仅剩8轮的情况
下，阻止拜仁夺冠已经只剩下理
论可能。曾经瓜迪奥拉治下的拜
仁缔造了第27轮就提前庆祝冠军
的记录，如今重掌帅印的海因克
斯，则极有可能在下一轮追平瓜
迪奥拉的记录(拜仁赢球同时沙尔
克04输球)。《慕尼黑日报》已经在
头版刊出标题：“拜仁将在第27轮
的周末，捧起德甲银盘。”

推荐理由：拜仁能否成为五
大联赛首支提前夺冠的球队？

英国《太阳报》消息，
如果温格决定结束他在阿
森纳长达22年的统治，那
么尤文图斯主教练阿莱格
里愿意成为温格的继任
者，目前尤文图斯主帅甚
至在学习英语。

上个赛季，在阿森纳
没有夺得足总杯冠军前，
阿森纳就联系了阿莱格
里，不过随后温格签订了
一份为期两年的新合同。
阿莱格里也一度是切尔西
的换帅选择，但是他后来
和尤文续约到2020年。

英媒指出，作为一名
教练，阿莱格里的履历对
于阿森纳很有吸引力，他
曾经带领尤文图斯拿到三
个意甲冠军，也两次闯入
过欧冠决赛。而在执教AC
米兰期间，阿莱格里也曾
经带队拿到联赛冠军。对
阵热刺的欧冠比赛里，阿
莱格里的临场指挥和布阵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多阿森纳的管理层人员
都对他非常有好感。

虽然前切尔西和拜仁
主帅安切洛蒂、德国主帅
勒夫、凯尔特人的罗杰斯
都被认为是温格的潜在接
班人，但是阿莱格里目前
是接替温格的第一选择。
英媒强调，阿莱格里的履
历是一大优势。

推荐理由：陷入离队
传闻的阿莱格里能否率领
尤文继续争冠。

毕尔巴鄂巴塞罗那

vs

利物浦 沃特福德

vs

大巴黎

vs

比赛时间：3月18日23：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不败纪录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3月18日01: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范迪克 争四

比赛时间：3月18日20: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瓦尼 维拉蒂

比赛时间：3月19日01: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提前夺冠

比赛时间：3月18日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阿莱格里

隔记者 魏露

西甲第28轮，皇马客场对阵
埃瓦尔，C罗上下半场各进一球
率领球队从客场拿走宝贵的3
分。算上这两粒进球，C罗本赛季
联赛进球达到18粒，欧冠12粒，世
俱杯打进2粒，西班牙超级杯打
进一粒。C罗总共打进33粒进球，
在西甲球员中超越32球的梅西
位列第一，在五大联赛中也仅落
后于打进35球的热刺球员哈利·
凯恩。

尽管在西甲射手榜上C罗目
前只打进18球，落后于梅西的24
球和苏亚雷斯的21球，但是进入

联赛下半程以来，C罗进球效率
极高。联赛下半程，C 罗共出场 8
次就为皇马打进了 14 球，并且
率队取得了7胜1平的不败战绩，
而C罗唯一未出场比赛皇马则0：
1不敌西班牙人。在C罗出战的8
场比赛中，仅有2：2战平莱万特
的那场比赛没有进球，其余7场
比赛C罗至少有1球入账，并且有
5场比赛梅开二度，皇马5：2大胜
皇家社会的比赛里C罗完成帽子
戏法。

下半程8场比赛，C罗场均进
球数达到1 . 75粒，与上半程场均
0 . 3粒进球(14场比赛打进4球)的
效率天差地别。作为对比，梅西

和苏亚雷斯在下半程的进球效
率有所下滑，联赛下半程，梅西
出场9次，场均可以打进0 . 8粒进
球，苏亚雷斯同样出场9次，场均
可以打进0 . 9粒进球，两人相加效
率尚不及C罗一人。C罗目前落后
苏亚雷斯3球，落后梅西6球，按
照下半程三人的进球效率，C罗
只需4场比赛便可以超越苏亚雷
斯，超越梅西则还需要8场比赛。
不过西甲联赛目前还有10轮尚
未进行，因此 C 罗很有可能后来
居上，重夺“西甲金靴”的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自 C 罗从英
超加盟西甲8个赛季以来，只有
苏亚雷斯在 2015-2016 赛季夺得

过“西甲金靴”的称号，其余 7 个
赛季则被梅西和 C 罗瓜分，梅西
以 4 次力压 C 罗的 3 次。如果本
赛季 C 罗重夺这一称号，那么 C
罗则将在西甲射手王这一荣誉
上追平梅西。

相比于赛季初期，现在进球
如麻的C罗才是球迷们熟悉的那
个皇马领袖。

尽管皇马已经很难再去争
夺联赛冠军，但是作为首支连续
夺得欧冠冠军的球队，皇马在欧
冠赛场上的威力仍然不可小觑。
更重要的是C罗保持着超高的进
球效率，这样的皇马和C罗也更
加让球迷期待。

英超赛场

3月18日01：30
德甲第27轮

沃尔夫斯堡VS沙尔克04
PPTV

3月18日20：30
德甲第27轮

多特蒙德VS汉诺威96
PPTV

3月18日22：30
德甲第27轮

科隆VS勒沃库森
PPTV

罗马3：0都灵
曼联2：1利物浦
切尔西2：1水晶宫
埃瓦尔1：2皇马
马拉加0：2巴萨
拜仁6：0汉堡
皇马3：1赫塔费
大巴黎5：0梅斯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德甲赛场

尼斯

vs

尤文图斯

vs

3月18日19：30
意甲第29轮

桑普多利亚VS国米
PPTV

3月18日22：00
意甲第29轮

克罗托内VS罗马
PPTV

3月19日03：45
意甲第29轮

那不勒斯VS热那亚
PPTV

意甲赛场

莱比锡RB

斯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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