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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的今天就是德甲的明天

4月15日00:30
西甲第32轮

莱加内斯VS塞尔塔
PPTV

4月15日02:45
西甲第32轮

毕尔巴鄂VS拉科鲁尼亚
PPTV

4月15日18:00
西甲第32轮

埃瓦尔VS阿拉维斯
PPTV

西甲赛场

据法国媒体《队报》报道，日
前在接受TF1电视台采访时，马
竞前锋格里兹曼否认了自己将
于今年夏天加盟巴萨。

当听到关于他今夏将要转
会巴萨的消息时，格子表示：“我
不知道，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消
息。”另外，他还强调：“如果转会
发生在今年夏天，那我希望是在
世界杯开始前敲定。世界杯期间
我希望自己是自由的，这样我就
能只专注于法国队，否则在比赛
期间就会接到各种相关的电话，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欧联杯1/4决赛首回合中，

格里兹曼用一粒进球帮助马竞2:
0战胜葡萄牙体育。法国金童对
自己的状态十分满意：“从一月
份开始，我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
态，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在谈到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时，格子承认自己正在考虑将要
面对的对手。他也希望姆巴佩能
够帮助他一起举起大力神杯。

推荐理由：看巴塞罗那能否
继续保持不败。

4月15日00:30
英超第34轮

利物浦VS伯恩茅斯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15日20:30
英超第34轮

纽卡斯尔VS阿森纳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15日23:00
英超第34轮

曼联VS西布朗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据天空体育报道，曼联球员
博格巴在球队3:2战胜曼城的赛
后接受了采访，当选为本场比赛
最佳球员的博格巴表示，曼联没
有什么可害怕失去的，放手一搏
的红魔最终得到了回报。

对于曼联逆转的原因，博格
巴说：“首先我们很清楚球队必
须要取得进球，我们已经0 :2落
后了。曼城是一支热爱进攻的球
队，他们不愿意投入精力到防守
当中，所以我必须经常的前插至
他们的禁区里，我知道自己的身
后有马蒂奇的保护，埃雷拉也时
刻在我身旁接应。”

至于反超比分的进球，博格

巴则表示：“对于那个进球，我
当时脑子里没想太多，桑切斯喜
欢踢得更直接一些，我看到了空
档就跑到了那个位置，我很幸
运，因为孔帕尼当时并未紧跟我
进行防守。进球以后我感觉自己
得到了释放，因为在0 :2落后的
情况能够取得进球并扳平比分，
你的自信在不断的高涨。”

外界热议德比战意义非凡，
博格巴说：“如果他们就这么在
我们头上拿到了冠军，对于所有
曼联球迷而言这将会是像死亡
宣判一样。"

推荐理由：看热刺能否延迟
曼城夺冠？

4月15日02:00
法甲第33轮
南特VS第戎

PPTV

4月15日02:00
法甲第33轮

卡昂VS图卢兹
PPTV

4月15日02:00
法甲第33轮
里尔VS甘冈

PPTV

法甲第32轮联赛率先进行了
一场比赛，刚刚夺得法联杯冠军
的大巴黎客场挑战圣埃蒂安队，
最终90分钟比赛战罢，大巴黎是
被对手1:1逼平，本场比赛无论是
比分还是过程，大巴黎都平的耻
辱、平的尴尬，也是再一次将球
队主教练埃梅里推向了地狱的
深渊！

本轮比赛之前，大巴黎领先
16分，如果取胜而摩纳哥输球，那
么大巴黎将提前6轮夺冠。但比赛
的过程却让人失望，比赛第17分

钟，主队就率先打破僵局取得了
1:0的领先，而第28分钟，主队制
造点球，好在大巴黎门将奋勇扑
出来，避免了两球落后的局面。

虽然最后时刻进球拿到了1
分，但是大巴黎上半场的表现只
能用糟糕来形容，球队无论是过
程还是技战术都被对手压制了，
作为大巴黎主帅的埃梅里再一
次被媒体球迷拉出来“讨伐”，要
知道这可是投入数亿的大巴黎。

推荐理由：法甲最好看的一
场比赛！

拜仁连续6年斩获德甲联赛
冠军，六连冠历程使拜仁成为独
一无二的德甲班霸。然而，拜仁
在夺冠的同时还创下一系列神
奇纪录！

里贝里成为纪录冠军阵中
最亮的那颗星！法国飞翼弗兰
克·里贝里已第 8 次问鼎德甲冠
军，首先他是在德甲拿到联赛冠
军最多的法国人；而且，在队史
纪录榜上，他追平卡恩、拉姆、施
魏因斯泰格等传奇球员，并列成
为拜仁队史拿到联赛冠军最多
的球员；此外，在德甲范畴里贝

里还是历史上拿到联赛冠军最
多的外援。如果里贝里续约 1
年，那么他有可能刷新更多纪
录，将很多传奇纪录据为己有。

海因克斯(72岁)成为德甲历
史上年纪最大的夺冠教练，之前
的纪录也属于他：2012-2013赛
季带拜仁夺冠后，68岁的海因克
斯就是40年来的最老冠军教头。
如今，海因克斯带拜仁拿下4个
联赛冠军，他和传奇教头亨尼
斯·维勒并列排在德甲第3。

推荐理由：夺冠后的拜仁又
要拿联赛练兵。

AC米兰主帅加图索
承认，在与俱乐部续约之
后他感到自己更有压力
了，并表示他们不会放弃
进军欧冠的雄心。

上周对加图索来说
是重要的日子，他刚刚与
俱乐部签约了一份新合
同，续约至2021年6月。他
透露道：“我比之前更加
饥饿，脾气也更差了。在
足球世界之中只要输掉3
场比赛，我就要拿着手提
箱离开米兰内洛了。我感
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因为
这是我效力多年的俱乐
部，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
更好。”

加图索说：“我在报
纸上读到，我已经向俱乐
部提出需要引进一些新
的球员，但我现在可以告
诉你们，今年夏天不会有
彻底的改变。我们已经组
建了一个良好的班底，必
须尊重那些本赛季表现
出色的球员。”

此外，加图索还说：
“我不认为我需要一份续
约来与球员们保持良好
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们中
的一些人是否会在背后
刺伤我，但我们看来依旧
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
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教
练，你必须始终如一，不
能给任何人走后门。”

推荐理由：那不勒斯
能否继续保持对尤文图斯
的压力？

瓦伦西亚巴塞罗那

vs

热刺 曼城

vs

摩纳哥

vs

比赛时间：4月14日22: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苏亚雷斯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4月15日02:45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凯恩 阿奎罗

比赛时间：4月16日03: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瓦尼 法尔考

比赛时间：4月15日00: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莱万 穆勒

比赛时间：4月15日21: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加图索 因西涅

那不勒斯

隔记者 李康培

德甲第29轮，拜仁慕尼黑客
场4:1战胜奥格斯堡，提前5轮稳
定德甲冠军。这是拜仁慕尼黑俱
乐部历史上的第27座德甲冠军，
也是首次德甲六连冠。

联赛六连冠是个什么概念
呢？在德甲历史上除了拜仁慕尼
黑，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做到连续
三次以上称雄。放眼五大联赛，
西甲、英超从来没有球队能完成
六连冠的壮举，只有法甲里昂队
曾在 2002-2008 年完成过七连冠
的壮举，意甲尤文图斯则是在去
年完成六连冠。如果本赛季夺

冠，老妇人也将完成七连冠的壮
举。

而且在拜仁这些冠军中，都
是凭借绝对优势，从没有给其他
球队任何机会。2013-2014 赛季，
拜仁在第 27 轮就获得了冠军。
2012-2013 赛季，拜仁则是在第
28 轮获得了冠军。以本赛季的积
分榜为例，29 轮战罢拜仁慕尼
黑积分达到了 72 分，高出第二
名沙尔克 20 分。这些年德甲呈
现的趋势就是拜仁一家独大，其
他球队争夺第二名的情况。

在拜仁本次夺冠后，有些球
迷都已经预测明年德甲冠军还
是拜仁慕尼黑。因为就目前的德

甲整体实力看，还没有一支球队
可以抗衡拜仁。

这就是目前拜仁慕尼黑在
德甲中的地位，这也是德甲联赛
真正的生存现状。可是这样的环
境真的好吗？

就像前文中提到的里昂，在
法甲七连冠后逐渐沉沦，如今在
法甲已经很难重现当年的风采。
而且不只是里昂沉沦，法甲在那
之后也逐渐没有五大联赛该有
的实力，已经很少被关注了。再
看看现在的尤文图斯和意甲，斑
马军团马上就要完成联赛七连
冠的壮举了，必将开创球队和意
甲的新时代。可是意甲联赛的整

体竞争力已经大不如前，曾经的
“小世界杯”已经成为追忆。

如今拜仁和德甲也站在了
这样的十字路口。拜仁的一家独
大，势必会影响其他球队对联赛
的投入程度。如果每年只能争亚
军，俱乐部投资方们肯定会兴趣
大减。

目前德甲球星流失也非常
严重，除了效力拜仁的球员外，
其他球队基本没有球星可言。所
以这也给了拜仁挖角对手充分
的信心，用冠军和荣誉来招揽心
仪的球员。为拜仁寻找对手，让
联赛更有活力，这将是德甲急需
改善的。

英超赛场

4月14日21:30
德甲第30轮

勒沃库森VS法兰克福
PPTV

4月14日21:30
德甲第30轮

斯图加特VS汉诺威
PPTV

4月14日21:30
德甲第30轮

柏林赫塔VS科隆
PPTV

瓦伦西亚1:0西班牙人
AC米兰1:1莎索罗
切尔西1:1西汉姆
那不勒斯2:1切沃
皇马1:1马德里竞技
多特蒙德3:0斯图加
阿森纳3:2南安普顿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门兴

德甲赛场

vs

AC米兰

vs

4月15日02:45
意甲第32轮

亚特兰大VS国际米兰
PPTV

4月15日21:00
意甲第32轮

博洛尼亚VS维罗纳
PPTV

4月16日00:00
意甲第32轮

尤文图斯VS桑普
CCTV-5

意甲赛场

大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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