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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联赛只剩意甲有悬念

4月21日03:00
西甲第34轮

莱加内斯VS拉科
PPTV

4月21日19:00
西甲第34轮

埃瓦尔VS赫塔菲
PPTV

4月21日22:15
西甲第34轮

塞尔塔VS瓦伦西亚
PPTV

西甲赛场

西甲第32轮比赛中，马竞凭
借科雷亚、格列兹曼和托雷斯的
各入一球，主场3:0击败到访的莱
万特，取得联赛主场6连胜的同
时，提前6轮锁定了下赛季欧冠
正赛资格。

西甲联赛32轮过后，床单军
团以21胜8平3负积71分位列积分
榜次席，距榜首的巴萨11分，同时
领先积52分位列第5的皇家贝蒂
斯多达19分，在联赛仅剩6轮的情
况下，马竞提前锁定联赛前四的
位置，并获得下赛季欧冠门票。

本赛季是球队主帅迭戈·西
蒙尼执教马竞的第6个完整赛
季，已率领床单军团连续第6次
获得欧冠正赛资格。阿根廷人执
教马竞以来的5次欧冠之旅中，
球队两次闯入欧冠决赛，1次半
决赛，1次1/4决赛和本赛季的小
组出局，降入欧联杯。

主场击败莱万特后，马竞主
帅西蒙尼出席了赛后发布会，他
盛赞了托雷斯的表现。

推荐理由：马竞将保持对巴
萨的联赛压力。

4月21日19:30
英超第35轮

西布朗VS利物浦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21日22:00
英超第35轮

沃特福德VS水晶宫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22日20:30
英超第35轮

阿森纳VS西汉姆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一个梦幻般的赛季，曼城的
2017-2018赛季绝对是传奇的、
经典的。在瓜迪奥拉的指挥下，
曼城所向披靡，在英超几乎找不
到对手，早早就终结了冠军的悬
念。本轮联赛，曼联的输球送曼
城提前5轮夺冠。这赛季，曼城创
造了多项纪录，强大到“变态”。
在曼城夺冠后，曼联官方也向同
城死敌送上了祝贺。

曼联输球后，曼城提前夺
冠，蓝月亮官方推特随即发文：

“我们的冠军，我们的城市。2017
-2018赛季英超之王。”在弗格森
退休后，曼彻斯特这座城市变了
天。过去7年，曼城3次夺冠。与曼

城的强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
联的无奈，今日这场比赛足以说
明红魔后弗格森时代的羸弱。

曼联倒也大度。红魔官推发
文向老对手祝贺：“恭喜曼城，
祝贺他们夺得了联赛冠军。”在
积分榜上，曼联落后曼城16分之
多，这足以反映两队目前的实力
差距。

瓜迪奥拉9年的执教生涯，
已经拿下了7个联赛冠军。他只
有在2011-2012赛季(巴塞罗那)
以及2016-2017赛季让联赛冠军
旁落。

推荐理由：夺冠后的曼城已
经无欲无求。

4月22日02:00
法甲第34轮

亚眠VS斯特拉斯堡
PPTV

4月22日02:00
法甲第34轮

图卢兹VS昂热
PPTV

4月22日02:00
法甲第34轮
梅斯VS卡昂

PPTV

4月9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图
赫尔将和巴黎圣日耳曼签订一
份2+1的合同，正式消息将在巴黎
夺得本赛季法甲冠军后宣布。

自从巴黎在欧冠被皇马淘
汰后，现任主帅埃梅里的离开成
为定局，此后巴黎和孔蒂、阿莱
格里、恩里克等多位世界级名帅
传出过绯闻，不过最终在争夺候
选人中，图赫尔脱颖而出。

据悉图赫尔递交的计划打
动了巴黎高层，他将在下赛季全
力帮助巴黎去冲击欧冠冠军。毕

竟对巴黎这样的豪华之师来说，
法甲冠军几乎是囊中之物，对俱
乐部高层完全没有吸引力，他们
的志向就是登顶欧冠。

为了能够执教巴黎，图赫尔
甚至拒绝了德甲霸主拜仁的邀
请。巴黎将和图赫尔签订两年合
同，另外有一年的续约选择权。
在巴黎本赛季正式拿到法甲冠
军后，俱乐部也会宣布和图赫尔
签约的消息。

推荐理由：夺冠后的大巴黎
还会继续狂攻吗？

4月15日，拜仁官方宣布尼
科·科瓦奇将在今夏履新统领球
队，法兰克福方面马上骂声四
起：“拜仁根本不会顾及其他俱
乐部的感受”、“拜仁在签约新帅
过程中作弊了”。拜仁董事会主
席鲁梅尼格义正言辞回应：“整
个签约过程都干净透明！”

在德甲第30轮拜仁5 :1击败
门兴赛后，拜仁董事会主席鲁梅
尼格表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拜仁签下科瓦奇)并没有让任何
人生气的理由，我们不应被批
评。整个过程我们公平、认真，整

个签约规程干净、透明。我们没
有任何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我们
也没公开透露签约细节。”

拜仁战门兴的赛后发布会，
海因克斯也谈到了新帅科瓦奇：

“我觉得科瓦奇对拜仁来说是个
很棒的选择，他在法兰克福的工
作很棒。”过往，拜仁启用旧将执
教球队的效果并不那么好，2008
-2009赛季带队的克林斯曼就失
去了对更衣室的掌控，最终提前
下课。

推荐理由：看拜仁是否会留
力打欧冠？

4月1 6日，在被皇马
淘汰出欧冠之后，回到安
联竞技场的尤文迅速以
一场大胜摆脱了阴影。不
仅如此，那不勒斯被AC
米兰逼平，尤文得以以6
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这
意味着斑马军团向着七
连冠的目标又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

本轮率先出战的那
不勒斯意外以 0 ：0 战平
AC米兰，那不勒斯主帅
萨里表示，“我们不在乎
尤文的表现。我们正在前
进，球队的表现不错，如
果赛季前半程我们有这
样的表现，那么我们会因
此得到称赞。”

尽管萨里如此表态，
但尤文图斯却没有错失
机会，顺利将领先优势扩
大为6分。

能够战胜桑普，尤文
得益于替补出场的道格
拉 斯·科 斯 塔 的 出 色 发
挥，但布冯的稳定表现同
样值得一提。

在欧冠被罚出场之
后，布冯赛后的言论又遭
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即
使如此，布冯仍然保持着
冷静，在对桑普时3次做
出扑救，上半场扑出夸利
亚雷拉的头球以及最后
时刻封出萨帕塔的单刀
球，都显示了这位老门将
的丰富经验和出色状态。

推荐理由：事关意甲
冠军的一场比赛。

贝蒂斯马竞

vs

曼城 斯旺西

vs

大巴黎

vs

比赛时间：4月21日22: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托雷斯 格列兹曼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4月22日23: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席尔瓦 热苏斯

比赛时间：4月23日03: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瓦尼 姆巴佩

比赛时间：4月21日21: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罗本 里贝里

比赛时间：4月23日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意甲争冠

那不勒斯

隔记者 李康培

随着上周末英超以及法甲
冠军的出炉，本赛季欧洲五大联
赛冠军已经基本确定了3个，分
别是英超曼城、德甲拜仁以及法
甲的巴黎圣日耳曼。西甲巴塞罗
那在32轮战罢之后，也已经领先
第二名11分，夺冠只是时间问
题。唯一有悬念的就是意甲联
赛，尤文图斯和那不勒斯依然有
6分的差距，这场冠军争夺战还
将继续下去。

英超方面，曼城的夺冠早已
是时间问题，只是没想到会如此
戏剧性。本轮联赛曼联爆冷输给

了联赛弱旅西布朗维奇，让曼城
提前问鼎本赛季英超冠军。在此
之前，正是曼联在伊蒂哈德球场
阻挡了曼城提前夺冠之路。

同样是在上周末，法甲联赛
迎来一场重头戏，那就是巴黎圣
日耳曼迎战摩纳哥。本来预想中
的天王山之战，却成为一边倒，
大巴黎以7:1的比分战胜对手。更
为重要的是，凭借本场胜利大巴
黎提前5轮获得本赛季法甲冠
军。这是大巴黎第7次获得法甲
联赛冠军，也是他们6年内第五
次统治法甲。

除了法甲冠军外，本赛季巴
黎圣日耳曼还收获了法联杯。而

且，巴黎圣日耳曼也成为本赛季
欧洲五大联赛第一支联赛进球
达到100个的球队(103球)。

德甲方面拜仁早已提前五
轮获得德甲冠军，同时也完成了
联赛六连冠的壮举。在德甲积分
榜上，拜仁在30轮比赛之后目前
领先第二名20分。接下来拜仁的
重要任务就是欧冠四强面对皇
马的比赛。这是老帅海因克斯的
最后一个赛季，拜仁全队都希望
以欧冠冠军送别这位功勋主帅。

西甲方面，巴塞罗那一直保
持着领先的优势。在32轮联赛之
后，巴塞罗那战绩是25胜7平，至
今保持不败。在积分榜上，巴塞

罗那领先第二名马德里竞技11
分，夺冠几乎是板上钉钉。不过
在欧冠联赛中，这支宇宙战队被
顽强的罗马逆转无缘四强。很多
球迷认为，若不是为了保持不败
纪录，说不定巴塞罗那可以顺利
杀进欧冠四强。

目前五大联赛唯独有悬念
的就只剩下意甲联赛了。32轮战
罢之后，尤文图斯依然领跑联
赛，并且对那不勒斯有着6分领
先优势。联赛前半段气势如虹的
那不勒斯有些掉队的趋势，对于
尤文图斯的追赶有些力不从心。
如今尤文没有了欧冠困扰，对于
联赛冠军也是志在必得。

英超赛场

4月21日21:30
德甲第31轮

斯图加特VS不莱梅
PPTV

4月21日21:30
德甲第31轮

汉堡VS弗莱堡
PPTV

4月21日21:30
德甲第31轮

法兰克福VS柏林赫塔
PPTV

拉齐奥0:0罗马
赫塔费1:0西班牙人
马拉加1:2皇马
尤文图斯3:0桑普
曼联0:1西布朗
马竞3:0莱万特
AC米兰0:0那不勒斯

一周重大比分

汉诺威 拜仁

德甲赛场

vs

尤文图斯

vs

4月22日21:00
意甲第34轮

切沃VS国际米兰
PPTV

4月22日21:00
意甲第34轮

亚特兰大VS都灵
PPTV

4月22日21:00
意甲第34轮

拉齐奥VS桑普
PPTV

意甲赛场

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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