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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万拜仁之路似乎走到尽头

5月13日00:30
西甲第37轮

赫塔菲VS马竞
PPTV

5月13日00:30
西甲第37轮

赫罗纳VS瓦伦西亚
PPTV

5月14日02:45
西甲第37轮

莱万特VS巴塞罗那
PPTV

西甲赛场

这次皇马与巴萨对阵之前，
很多媒体都表示，这次国家德比
是最没劲的一次，因为巴萨已经
夺冠，皇马的心思也早已不在西
甲，这只是走过场的一场比赛。
不过一旦皮球开始滚动，人们就
发现，国家德比还是国家德比，
与是不是要争夺名次毫无关系。

皇马和巴萨的比赛依然充
满紧张，而比赛中裁判的判罚也
再次成为焦点。这一次的国家德
比，主裁判埃尔南德斯·埃尔南
德斯判罚错误很多，巴萨对裁判

判罚不满，梅西在更衣室通道怒
斥了埃尔南德斯，而据《马卡报》
报道，皇马方面对裁判的不满比
巴萨还强烈。用该报的话来说，

“皇马高层对球场上发生的事情
是出离愤怒了”。

在11人对11人的情况下，皇
马与巴萨势均力敌，还扳平了比
分。然而在对方少一人的情况
下，皇马也未能利用人数上的优
势获得胜利。

推荐理由：看皇马为欧冠决
赛如何调兵遣将？

5月13日22:00
英超第38轮

利物浦VS布莱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5月13日22:00
英超第38轮

南安普顿VS曼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5月13日22:00
英超第38轮

曼联VS沃特福德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主场1 : 0小胜利物浦后，切
尔西重新看到了争夺联赛前四
的巨大希望，接下来只要利物浦
或者热刺稍有闪失，孔蒂的球队
绝对有希望。

联赛第32轮，切尔西在联赛
主场1 :3输给了争四对手热刺，
两队的分差拉大到了8分；随后
的联赛中，切尔西又在主场1 :1
被同城对手西汉姆逼平，而热刺
则在客场2:1战胜了斯托克城。

但是，无论孔蒂还是切尔西
将士，他们都没有轻言放弃，尤
其是今年1月从阿森纳加盟而来
的吉鲁。联赛第34轮作客面对南
安普顿，切尔西本来已经两球落

后，但替补登场的吉鲁短时间内
梅开二度，再加上阿扎尔的进
球，蓝军在短短的8分钟之内逆
转了比赛。随后切尔西又在补赛
中2 :1战胜伯恩利，上轮客场1 :0
战胜斯旺西，本轮又在主场1 :0
战胜另一支争四对手利物浦。

目前切尔西距离联赛第4的
热刺只差2分，距离利物浦只差3
分，但蓝军还有对哈德斯菲尔德
的一场补赛，因此，只要能拿下
剩余的两轮联赛，而利物浦或者
热刺稍有犯错，切尔西就能锁定
联赛前四。

推荐理由：切尔西英超争四
之路重现曙光。

5月13日02:00
法甲第37轮
尼斯VS卡昂

PPTV

5月13日02:00
法甲第37轮

摩纳哥VS圣埃蒂安
PPTV

5月13日02:00
法甲第37轮

波尔多VS图卢兹
PPTV

内马尔与大巴黎关系越来
越糟糕。想想当初内马尔降临之
时巴黎人民的疯狂欣喜，到现如
今对内马尔的无比憎恶，真是让
人唏嘘不已。

内马尔受伤以来的种种作
为，无不在伤害着巴黎球迷乃至
整个法国球迷的心。对于这样一
位反复无常的巨星，法国人民被
伤害的都疲了，对他只有无奈。

北京时间5月6日，又一位法
国人忍无可忍，公开表示了对内
马尔的不满。法国足坛名宿利扎

拉祖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讽刺
内马尔，暗指内马尔诈伤。利扎
拉祖表示：“内马尔没有展现出
对俱乐部和巴黎人民的尊重，球
员去巴西做手术和养伤是很正
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去了2个
月，在我看来就更像是度假了。”

卡塔尔的土豪们现如今估
计都不恨内马尔了，恨就该恨自
己当初为什么吃力不讨好找个
大爷过来。

推荐理由：内马尔还能重新
出现在法甲赛场吗？

欧冠出局后，很多拜仁球迷
对于球队的未来抱有疑虑。海因
克斯将卸任颐养天年，年轻少帅
尼科·科瓦奇的经验和更衣室掌
控毕竟让人担忧，再加上罗本、
里贝里的老迈，比达尔等人可能
的离队，这都让拜仁下赛季埋下
了不确定性。但人们不该忽视，
拜仁的换血已有了重大的收获。

渐渐走入职业生涯黄金时
期的 J罗，无疑是本赛季拜仁最
大的发现。这不仅仅是因为，他
本赛季德甲欧冠双线合计2300
分钟就打入8球、助攻13次的数

据华美，这更是因为，在这支拜
仁，有些球员，德甲虐菜的表现，
和欧冠强强战的表现，有着较大
的反差，典型例子就是近来遭遇
诸多抨击的莱万。J罗却不同，德
甲虐菜时，他的数据在拜仁前场
攻击群里不算非常出彩，但与皇
马两回合激战，他都是表现最为
突出、给皇马带去最大威胁的球
员。J罗如今在拜仁如鱼得水，他
被认为是下赛季拜仁应该倚为

“司令塔”的绝对核心。
推荐理由：经历争议事件后

莱万能否继续首发？

北京时间6日夜间进
行的意甲联赛第36轮，那
不勒斯2:2战平都灵，还剩
两轮的情况下，落后榜首
尤文图斯6分，争冠仅剩
理论希望。

赛后，那不勒斯核心
哈姆西克表示，在得知尤
文击败国米后，球队受到
沉重打击，并希望主帅萨
里留下。

哈姆西克说：“很不
幸我们留下了这些遗憾，
我们最近的表现不应该
只是这样的成绩。今天没
能战胜都灵有点可惜。之
前得知尤文在客场击败
国米，对我们的心理而言
是一个打击，不过我们必
须学会只专注于自己，并
从中汲取教训，因为我们
必须变得更强。”

原本在1：0战胜尤文
图斯之后，那不勒斯有机
会在意甲联赛最后阶段
进一步对对手施压，可恰
恰就是在那之后，他们却
将心中那口气彻底泄掉，
0：3输给佛罗伦萨、2：2战
平都灵，两场比赛丢掉5
分的他们使自己与尤文
图斯的积分差距再次扩
大至6分。尤文图斯连续
两场比赛顽强拼搏逆转
对手，那不勒斯自己丢盔
弃甲泄了士气，这或许也
就是两支球队间底蕴的
差距。

推荐理由：看尤文图
斯能否提前夺冠？

塞尔塔皇马

vs

纽卡斯尔 切尔西

vs

雷恩

vs

比赛时间：5月13日00: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C罗 阿森西奥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5月13日22:0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吉鲁 阿扎尔

比赛时间：5月13日02: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瓦尼 姆巴佩

比赛时间：5月12日21: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莱万 穆勒

比赛时间：5月13日21: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哲科 伊瓜因

尤文图斯

隔记者 李康培

在上轮德甲一场收尾大战
中，拜仁慕尼黑惊险逆转了科
隆。原本这样的德甲联赛对拜仁
而言已经是无欲无求，可是因为
球队前锋莱万多夫斯基对主帅
海因克斯的失礼表现而迅速成
为热点。

本场比赛作为首发前锋的
莱万多夫斯基状态一般，不过还
好打进一球。对于在欧冠半决赛
对阵皇马的两回合比赛中几乎
隐身的莱万来说，能获得海因克
斯的重用已经是出人意料了。可
是在比赛第70分钟被换下场时，

满是不甘的莱万多夫斯基面对
老帅的注视选择回避，并且没有
与之握手。

在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
球队，出现如此不和谐的一幕确
实不应该。赛后外界将指责的矛
头纷纷对准了莱万多夫斯基，认
为他对老帅不尊重。很多球迷都
说，老帅已经给足了莱万时间，
并让他打进一球。在德甲联赛即
将结束时，球队也需要进行轮
换，为下赛季做好准备。

好在赛后老帅海因克斯没
有直接批评莱万多夫斯基，而且
给足了球员面子。“作为前锋都
是自私的，我当前锋时也是这样

的心态。莱万想获得欧洲金靴
奖，这我也知道。”不得不佩服海
因克斯的情商，在这样的时刻依
然是以大局为重。

众所周知，本赛季结束后海
因克斯便要离开拜仁，进入退休
生活。对于这样一位老者，莱万
的失礼行为有些说不过去。在面
对皇马的两场比赛后，莱万便一
直处于舆论漩涡之中，对他的质
疑从未停息。如今加上这件事，
莱万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莱万多夫斯基离开拜
仁之心久矣，一直和皇马眉来眼
去，甚至为此更换了新经纪人。
纵然这些年拜仁给足了莱万出

场时间，并且放弃了戈麦斯以及
曼朱基奇这样优秀的前锋，但是
这位波兰球员依然不满足。面对
皇家马德里的邀约，莱万心神不
定，有些想一走而了之。

在加盟拜仁之后，莱万不管
是在德甲还是欧冠联赛中总有
上佳发挥，9分钟5球的神迹更是
难有超越者。可是在关键大赛
中，莱万似乎失去了进球运气。
最近几个赛季，拜仁多次在半决
赛止步，这和莱万的状态也有关
系。照目前情况来看，莱万和拜
仁的合作就要画上休止符。也许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也许两败俱
伤，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英超赛场

5月12日21:30
德甲第34轮

美因茨VS不莱梅
PPTV

5月12日21:30
德甲第34轮

霍芬海姆VS多特蒙德
PPTV

5月12日21:30
德甲第34轮

弗莱堡VS奥格斯堡
PPTV

卡利亚里0:1罗马
巴塞罗那2:2皇马
切尔西1:0利物浦
阿森纳5:0伯恩利
马竞0:2西班牙人
那不勒斯2:2都灵
曼城0：0哈德斯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斯图加特

德甲赛场

vs

罗马

vs

5月13日21:00
意甲第37轮

国米VS萨索洛
PPTV

5月13日21:00
意甲第37轮

亚特兰大VSAC米兰
PPTV

5月13日21:00
意甲第37轮

桑普VS那不勒斯
PPTV

意甲赛场

大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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