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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人人都需要一副护腿板

3月31日22:15
西甲第30轮

毕尔巴鄂VS塞尔塔
PPTV

4月1日00:30
西甲第30轮

拉斯帕尔马斯VS皇马
PPTV

4月1日18:00
西甲第30轮

西班牙人VS阿拉维斯
PPTV

西甲赛场

马竞王牌格列兹曼近日再
次活跃在了各大媒体的转会市
场版块。而这一次西班牙媒体透
露，巴塞罗那和马竞高层之间已
经就格列兹曼转会一事达成了
君子协议。

格列兹曼一直是转会市场
上的红星，曼联、切尔西和大巴
黎等土豪常常与格列兹曼联系
在一起。去年夏天，格列兹曼本
可加盟曼联，不过由于马竞遭到
转会禁令，法国人最终选择与马
竞共患难，而卢卡库则成为了梦

剧场的头号锋霸。就这样，格列
兹曼与曼联阴差阳错的未能牵
手。现如今，马竞回购了迭戈·科
斯塔，格列兹曼也可选择前往更
大的舞台，与他联系甚密的便是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后卫乌姆蒂
蒂此前便直言希望与格列兹曼
在诺坎普成为队友，《每日体育
报》甚至表示巴塞罗那即将敲定
格列兹曼的转会事宜，等到夏天
时便会官方宣布这一消息。

推荐理由：看巴萨能否继续
保持不败金身。

3月31日22:00
英超第32轮

曼联VS斯旺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1日00:30
英超第32轮

埃弗顿VS曼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1日20:30
英超第32轮

阿森纳VS斯托克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3月26日，切尔西门将库尔
图瓦接受了《Sporza》的采访，他
谈到了自己的续约问题，并对名
宿范加尔的批评做出了回击。

谈到自己的续约问题，库尔
图瓦表示：“如果我带着很明确
的想法去踢世界杯，续约还是再
等一年，那么我就会在比赛中拥
有清醒的头脑。”

“我依然很骄傲能够为切尔
西效力，我希望能够获得成功。
我还有一年的合同，并且在切尔
西感觉不错，在本赛季结束之
后，我们会坐下来谈谈，得出一
个结论来。我知道自己明年还会
在切尔西踢球。”

欧冠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
切尔西客场0 :3不敌巴塞罗那，
库尔图瓦被梅西打入两粒穿裆
球，对此前曼联主帅范加尔将之
称为“重大失误”。

库尔图瓦则回应了范加尔
的言论，他说：“当我听到所谓
的专家言论时，我认为他们对于
守门一无所知。例如范加尔，这
样的人不应该谈论门将。我知道
自己踢得很好，世界杯前我正在
慢慢达到最佳的状态，我想要取
得更多的成功。”

推荐理由：英超前四争夺关
键战役。

4月1日21:00
法甲第31轮

甘冈VS波尔多
PPTV

4月1日23:00
法甲第31轮

南特VS圣埃蒂安
PPTV

4月1日23:00
法甲第31轮

卡昂VS蒙彼利埃
PPTV

据法国媒体《法国足球》的
消息，尼斯主帅法夫尔的解约
金为300万欧元。尼斯可以以这
个价格让法夫尔离开。

法夫尔与尼斯的合同将在
2 0 1 9年到期，报道称尼斯已经
不认为法夫尔会执教到合同结
束。《法国足球》报道，目前法夫
尔有两个选择，拜仁慕尼黑接
班海因克斯，或者前往多特蒙
德代替斯托格尔。

之前阿联酋的迪拜胜利俱
乐部也对法夫尔有意，不过法

夫尔已经排除了前往迪拜执教
的可能。

此外，据进球网消息，法甲
尼斯队主席里维埃称前锋巴洛
特利将很有可能在今夏转会离
队。在法甲度过了两年时光，巴
洛特利准备好在今夏开启他人
生的下一段旅程。里维埃称巴
洛特利的合同将在下个赛季结
束后到期，但意大利人不会自
由离队。

推荐理由：有巴神的比赛岂
能错过。

近来英国媒体和德国媒体
都大规模报道了图赫尔与阿森
纳的传闻。

《体育图片报》和《踢球者》
的报道都称，阿森纳已经和图赫
尔进行了谈判，图赫尔为此甚至
拒绝了拜仁的邀请。德国名宿马
特乌斯也对此做了证实。

马特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他非常看好图赫尔接班海因
克斯成为拜仁主帅，但是现在图
赫尔和阿森纳走得更近。

马特乌斯说：“你知道，我也
是个记者，每天都要制造头条。

我觉得图赫尔可以成为拜仁主
帅的最热门人选，但是我知道他
现在正在和阿森纳接触，没人知
道幕后会发生什么。”

阿森纳本赛季战绩不佳，联
赛争四基本无望，球队想要进入
欧冠只能指望欧联杯夺冠了。

老帅温格带队的成绩和能
力如今都饱受质疑，这让阿森纳
动了换帅的心思。目前看来，图
赫尔无疑是阿森纳新帅的大热
人选。

推荐理由：德甲曾经最激烈
的比赛，如今恐怕一边倒。

尤文图斯本赛季的
中场阵容始终有些薄弱，
虽然拥有赫迪拉、皮亚尼
奇以及马图伊迪，但作为
一支力争三冠的球队，尤
文希望在中场增加兵力。

《意大利足球》指出，尤文
目前的目标是拉齐奥的
欧洲炸子鸡米林科维奇·
萨维奇。

这位近两个赛季发
挥抢眼的拉齐奥中场是
整个欧洲俱乐部都在窥
探的新星。包括曼城，曼
联，巴黎圣日耳曼都对这
名塞尔维亚中场保持着
兴趣。米林科维奇被外界
看作出是新博格巴。

《都灵体育报》表示，
老妇人已经将米林科维
奇列入了引援名单当中。
但是由于拉齐奥主席洛
蒂托出了名的难对付，以
及尤文的财力并且是联
赛竞争关系的缘故。如果
尤文想在夏天带走米林
科维奇可能需要付出巨
额转会费，甚至超过1亿
欧元。

本赛季米林科维奇·
萨维奇代表拉齐奥出场
37次，首发33次，打进11
球助攻6次，状态火热。然
而更让豪门垂涎的是米
林科维奇·萨维奇出色的
身体以及防守能力，并且
他才仅仅23岁。

推荐理由：意甲状态
最佳的两支球队较量。

巴塞罗那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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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西 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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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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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4月1日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苏亚雷斯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4月1日23:0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阿扎尔 阿里

比赛时间：4月1日23: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巴洛特利 斯内德

比赛时间：4月1日00: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罗伊斯 莱万

比赛时间：4月1日02: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迪巴拉 加图索

AC米兰

隔记者 李康培

26日，中国篮协正式对外公
布了针对福特森伸脚绊倒沈梓
捷的处罚结果。原本以为一纸罚
单会有详细的处罚结果，但是让
人失望的是，篮协表态福特森的
犯规应该属于违反体育道德的
犯规，但是当值裁判员未能做出
相应判罚，属于漏判。

也就是说针对近来热议的
福特森禁赛一事，中国篮协迅速
把大众视线转移到了裁判身上。
从一个赛季中国篮协的处罚态
度来看，本次处罚有些考虑太多
了，不敢坚持曾经的标准。

本赛季中国篮协一直致力
于对球场暴力的处罚，每一次都
是禁赛加罚款。没想到在季后赛
进行的关口，中国篮协选择了对
福特森这样的惯犯进行宽容。其
中的原因也很明白，广厦本赛季
就是要夺取总冠军。如果福特森
禁赛，广厦根本没有机会夺冠
了。特别是面对山东男篮，广厦
首先是两个主场。如果此时福特
森被禁赛，那么山东就有可能取
得客场一到两场胜利。之后两支
球队再回到山东男篮主场打三
场，比赛的天平将完全倒向山东
这边。如此以来，广厦男篮一个
赛季的努力又白费了。

在季后赛开打之前，广厦男
篮出人意料地举办了誓师大会，
目标就是总冠军。如果因为篮协
的一张罚单，让广厦夺冠的希望
成为泡影，恐怕会导致广厦做出
出人意料的行为。篮协也许是出
于这方面考虑，选择了对福特森
和广厦男篮网开一面。

篮协这样的考虑也有自己
的苦衷，毕竟CBA的球队赞助商
们都是每年几千万的开销。一旦
得罪了这些金主，人家说不定未
来就不接手CBA了。可是这样的
处罚有些和稀泥的感觉，让篮协
的处罚威信受到损害。为了短期
利益，而损害了CBA未来的长远

利益。
看到这样的处罚，很多球迷

都在质疑篮协，非得把腿铲断了
才叫犯规吗？也有一些球迷开玩
笑地说，CBA队员也都要买足球
运动员的护腿板了，因为倒地铲
人不算犯规。

这次罚单的出炉就是对
CBA现状的最好展现，联赛的职
业化道路要面对的问题太多。每
一次中国篮协的举动都要考虑
赞助商、球员和市场等方方面面
的原因。可是球迷们因为对CBA
了解甚少，却总以NBA的标准来
要求这个联赛，就会出现很多的
负面言论。

英超赛场

4月1日02:30
德甲第28轮

柏林赫塔VS沃尔夫斯堡
PPTV

4月1日21:30
德甲第28轮

不莱梅VS法兰克福
PPTV

4月2日00:00
德甲第28轮

美因茨VS门兴
PPTV

葡萄牙0:3荷兰
中国1:4捷克
法国2:3哥伦比亚
利物浦5:5拜仁
国足U23 1:1叙利亚U23
德国1:1西班牙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多特蒙德

德甲赛场

特鲁瓦

vs

尤文图斯

vs

3月31日21:00
意甲第30轮

国际米兰VS维罗纳
PPTV

3月31日21:00
意甲第30轮

亚特兰大VS乌迪内斯
PPTV

3月31日21:00
意甲第30轮

佛罗伦萨VS克罗托内
PPTV

意甲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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