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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要列队欢迎巴塞罗那？

4月29日00:30
西甲第35轮

皇马VS莱加内斯
PPTV

4月29日02:45
西甲第35轮

赫塔菲VS赫罗纳
PPTV

4月29日22:15
西甲第35轮

阿拉维斯VS马竞
PPTV

西甲赛场

4月18日，在接受西班牙的
《阿斯报》采访的时候，西甲联盟
主席特巴斯谈到了皇马拒绝给
巴萨在西甲赛场列队的话题，在
他看来，如果列队是为了羞辱对
手的话，还是不要列队了！

5月6日，巴萨会在诺坎普球
场迎战皇马，在这场比赛之前，
巴萨可能已经夺得了西甲冠军，
因此，巴萨方面希望皇马可以为
他们列队。但是在新闻发布会
上，齐达内对此表示，巴萨没有
在12月份为夺得世俱杯的皇马列

队，在对方先破坏了规矩的情况
下，齐祖表示他们不会为巴萨列
队。巴萨方面给出的解释是，世
俱杯并非是他们参加的赛事。

在谈到两支西甲球队的争
执时，西甲主席特巴斯表示，“我
希望保持这样的传统，但是如果
这是为了羞辱对手，我不会喜欢
它，我宁愿让它搁置一段时间，
直到我们的一切价值观都恢复
正常为止。”

推荐理由：看巴塞罗那能否
提前夺冠。

4月28日19:30
英超第36轮

利物浦VS斯托克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28日22:00
英超第36轮

伯恩利VS布莱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 月 28 日 22:00
英超第 36 轮

水晶宫VS莱斯特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4月22日，温格宣布赛季结
束后离任之后的一场比赛，也是
他的最后一场伦敦德比，阿森纳
用一场4 :1的大胜为教授送别，
酋长球场的枪手球迷们也不再
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纷纷用标
语和歌声来向教授致敬。

多年“愿望”成真，温格即
将“OUT”，无论是温黑还是温
蜜，此时都会感念起法国人22年
来为阿森纳做出的卓越贡献，所
以最后的道别只有一个主题：感
谢。而本场比赛正是温格官宣离
任后的首战，也是首个主场，虽
然酋长球场仍不乏空座，但来到
现场观战的枪迷们早已准备好

各种横幅和标语，来向温格致以
敬意。

“从人变成神，不败之师”，
记录了温格曾创下的旷世伟业；

“谢谢您带给我们的回忆，阿尔
塞纳”，温暖的感恩之语令人动
容。更有年轻的枪迷这样写道：

“谢谢阿尔塞纳，我们因为太年
轻而未曾记得，但我们的父亲告
诉我们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
事。”当比赛临近尾声时，枪迷
高唱着“世上只有一个温格”，
而拥趸们在主场看温格指挥的
机会，也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推荐理由：温格和曼联的爱
恨情仇也走到了收尾。

4月29日02:00
法甲第35轮

摩纳哥VS亚眠
PPTV

4月29日02:00
法甲第35轮

波尔多VS第戎
PPTV

4月29日02:00
法甲第35轮
里尔VS梅斯

PPTV

据法国媒体报道，上周末，
帕斯托雷刚刚赢得了他在法国
七年内的第六次法甲冠军，不过
夏天，他很有可能与法甲霸主告
别。尽管国际米兰、AC米兰、拉齐
奥、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仍然追
踪着帕斯托雷，但中超的几支俱
乐部显然能开出更高的价格，巴
黎圣日耳曼可能很快与广州恒
大、天津权健和大连一方进行接
触，商谈帕斯托雷的转会事宜。

帕斯托雷司职前腰，目前在
转会市场网身价1 0 0 0万欧元，

2010-2011 赛季，帕斯托雷为巴
勒莫出战 45 场，贡献 13 球、5 次
助攻，他细腻的脚下技术与出色
的盘带也吸引了全欧洲的目光。
最终，巴黎圣日耳曼以 4000 万欧
元的高价签下了这名阿根廷超
级妖人。在大巴黎的 7 个赛季时
间里，帕斯托雷共为巴黎圣日耳
曼攻入 55 球，贡献 51 次助攻，帮
助球队获得 6 次法甲冠军、3 次
法国杯冠军、5 次联赛杯冠军。

推荐理由：法甲谁还能阻止
大巴黎？

德甲进行了第31轮的比赛，
已经夺冠的拜仁慕尼黑在本轮
做出了大幅度的轮换，队内年仅
18岁的潜力新星卢卡斯·迈获得
了首发出场的机会，并身披拜仁
15号球衣。卢卡斯·迈与博阿滕
搭档中卫，在后防线表现稳健。

卢卡斯·迈出生于2000年，
在今年才刚过了 1 8岁的生日，
2014年拜仁看上了这位潜力新
星，把他从德累斯顿带到了队
中，之后卢卡斯·迈就接连入选
了德国U15到U18各级国家队名
单，多年的历练让这位潜力新星

快速成长。
卢卡斯·迈已经跳级加入到

拜仁U19梯队，并成为了球队的
队长，在球队中卢卡斯·迈不仅
仅能够踢中后卫，还能够踢后腰
位置，可见这位新星的实力是有
多强。

卢卡斯·迈是拜仁队史上首
位 00 后，虽然不是球队德甲出
场最为年轻的球员，但能够出场
就已经证明了球队主教练对这
位潜在新星的认可。

推荐理由：拜仁慕尼黑会继
续为欧冠留力吗？

北京时间4月2 3日，
主裁判罗基吹响终场哨
之后，那不勒斯球员在安
联 竞 技 场 内 疯 狂 庆 祝 ，
839名随队出征的那不勒
斯球迷更是喜极而泣，在
赛季或许是最重要的一
场比赛中，那不勒斯战胜
了尤文，拿到了金子般的
三分，也看到了赢得28年
来首座意甲联赛冠军的
希望。

在短短5天之内，那
不勒斯几乎战胜了命运，
也扭转了冠军争夺战的
走势。第33轮客场对阵乌
迪内斯时，那不勒斯一度
以 1 : 2 落后，而此时尤文
以 1 : 0 领先于克罗托内，
这意味着那不勒斯将落
后 9 分，但如此被动的局
面反而激发了那不勒斯
的斗志，阿尔比奥尔、米
利克、托内利连入三球帮
助那不勒斯逆转取胜。

相反，西米却利用倒
钩破门帮助克罗托内扳
平了比分。在 3 0 分钟之
内，尤文的领先优势从9
分缩水为4分，这让一度
失去了悬念的冠军争夺
再次有了悬念，也让尤文
主场对那不勒斯一战成
了真正的争冠生死战。结
果，那不勒斯人依靠勇气
和 运 气 笑 到 了 最 后 ，毕
竟，运气只会垂青有准备
的人。

推荐理由：意甲冠军
悬念再起。

巴塞罗那拉科鲁尼亚

vs

曼联 阿森纳

vs

甘冈

vs

比赛时间：4月30日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争冠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4月29日23: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博格巴 厄齐尔

比赛时间：4月30日03: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瓦尼 姆巴佩

比赛时间：4月28日21: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穆勒 莱万

比赛时间：4月29日02:4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伊卡尔迪 迪巴拉

尤文图斯

隔记者 李康培

一直保持联赛不败的巴塞
罗那到底何时可以夺冠？在西甲
34轮战罢之后，这个问题逐渐有
了答案。

因为马德里竞技本轮被逼
平，少赛一场的巴塞罗那领先优
势已经达到11分。这也就意味
着，只要下轮巴塞罗那赢球或者
打平便提前四轮获得了西甲冠
军。巴塞罗那的下轮对手是拉科
鲁尼亚，这支球队目前正处于保
级泥潭。

从双方实力而言，巴塞罗那
取胜并且提前夺冠的可能性非

常大。更为刺激的是，巴塞罗那
本轮之后的对手正是死敌皇家
马德里。按照西甲传统，如果一
支球队夺得冠军，那么对手就需
要列队欢迎。自从1970年毕尔巴
鄂竞技球员列队欢迎皇家马德
里以来，这样的迎接仪式已经成
为西甲一道风景。

如果要列队欢迎巴塞罗那，
那么对皇马上下来说显然是难
以接受的。特别是伴随着近些年
两队的矛盾升级，谁也不愿意甘
居人后。皇家马德里主帅齐达内
就曾表示，球队不会在西班牙国
家德比中欢迎巴塞罗那。

至于为何会破坏这项传统，

齐达内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那
就是在去年皇家马德里夺取世
俱杯冠军后，巴塞罗那并没有在
伯纳乌球场列队欢迎。所以这一
次需要皇家马德里列队欢迎时，
显然齐达内是不答应的。

当然两队的恩怨绝非一朝
一夕之功，再说一个巴掌也拍不
响。破坏列队欢迎的传统，其实
皇马也做过。2011-2012赛季的西
班牙超级杯上，皇家马德里本该
列队欢迎新科欧冠冠军巴塞罗
那，可是时任主帅穆里尼奥拒绝
了这一要求。

而且两次拒绝列队欢迎的
理由，两支球队都是一模一样

的。巴塞罗那认为世俱杯不是西
甲联赛，所以不需要列队欢迎。
皇马则表示欧冠不是西班牙超
级杯，同样不需要列队欢迎。

可这一次，巴塞罗那提前在
西甲获得冠军，与皇家马德里也
是在西甲赛场交锋。所以，对于
皇家马德里和齐达内而言，之前
的拒绝理由显然已经不充分了。

本赛季巴塞罗那在西甲保
持不败，积分榜上也是一骑绝
尘。不过在欧冠联赛中，巴塞罗
那被罗马惊天逆转遗憾出局。皇
马尽管联赛争冠无望，但是在欧
冠比赛中他们打进四强，正朝着
欧冠三连冠迈进。

英超赛场

4月28日21:30
德甲第32轮

弗莱堡VS科隆
PPTV

4月28日21:30
德甲第32轮

柏林赫塔VS奥格斯堡
PPTV

4月28日21:30
德甲第32轮

沙尔克 04VS 门兴
PPTV

马竞0:0贝蒂斯
曼城5:0斯旺西
切尔西2:0南安普顿
赫罗纳0:2西班牙人
切沃1:2国际米兰
阿森纳4:1西汉姆
曼联2:1热刺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法兰克福

德甲赛场

vs

国际米兰

vs

4月29日21:00
意甲第35轮

博洛尼亚VSAC米兰
PPTV

4月29日21:00
意甲第35轮

亚特兰大VS热那亚
PPTV

4月29日21:00
意甲第35轮

桑普VS卡利亚里
PPTV

意甲赛场

大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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