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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坛
烧钱才是硬道理
根据这份国际足坛收

入榜，排名前20的球员有12
名来自巴塞罗那、皇家马德
里以及拜仁慕尼黑这三支
球队。而这三支球队正是过
去 5年欧冠联赛的冠军得
主，这也就充分说明在当今
国际足坛烧钱真的很重要。
在这份足坛收入榜单

中，巴塞罗那的球员包括了
排在第一名的梅西以及皮
克、苏亚雷斯、伊涅斯塔这
四名球员。2015年，巴塞罗
那3:1击败尤文图斯获得欧
冠联赛冠军。
皇家马德里进入该榜

单的球员有排在第二名的C
罗以及贝尔、拉莫斯、本泽
马、克罗斯这五位球员。如
此大的花销，也让皇家马德
里收获颇丰。过往五年，皇
家马德里三次打进欧冠决
赛而且全部夺冠。最近两个
赛季，他们甚至完成了卫冕
欧冠冠军这样的壮举。而
且，本赛季皇马又打进了欧
冠决赛，他们的对手是英超
的利物浦。一旦皇马夺冠，
那么他们将完成欧冠三连
冠壮举。
拜仁慕尼黑也在这份

榜单中贡献了三位球员，他
们分别是穆勒、莱万多夫斯
基以及诺伊尔。不过这三位
球员的排名靠后，数额也无
法与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
里的多位巨星相媲美。从
2011-2012赛季开始，拜仁
一直是欧冠四强成员。可惜
在决赛之前，拜仁多次无法
迈过半决赛这关，也许缺乏
超级巨星是原因之一。好在
2012-2013赛季，拜仁慕尼
黑欧冠决赛战胜了多特蒙
德，捧起了欧冠冠军。
除了这三支球队的球

星外，榜单中的其他成员分
别是来自巴黎圣日耳曼的
内马尔和卡瓦尼，曼联的博
格巴和桑切斯、马德里竞技
的格列兹曼、洛杉矶银河的
伊布以及来自中超的奥斯
卡和拉维奇。
这些球队中，巴黎圣日

耳曼和曼联正处于重建期，
还难以在欧冠有所突破。或
许未来几年的欧冠四强，能
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
格列兹曼所在的马竞

过去五年两次打进欧冠决
赛但都不敌皇家马德里，其
中原因或许就是这位法国
前锋缺乏有力的帮手。如果
马竞也能有几位球员进入
该榜单，或许就能和同城死
敌掰掰手腕了。
至于伊布能进入该榜

单，完全是因为他之前在曼
联的合同，和洛杉矶银河关
系不大。中超的两位外援虽
然薪水很高，但是实力完全
不能和这份榜单中的其他
球星相比。
因此，国际足坛这些豪

门要想在成绩上有所突破，
烧钱肯定是必要的，而且还
要多烧。 记者 李康培

究竟谁才是2018年国际足坛最能吸

金的球员？近日《法国足球》杂志公

布了一份top20名单。梅西

反超C罗，格列兹曼超

越本泽马，皮克和

拉莫斯齐头并

进，2018年的

球员收入排

行榜有一

些新意。

★文中数据均为欧元

梅西 1 . 26亿
30岁 巴塞罗那
年薪：8690万 (含签字费)，
奖金：210万

其他收入：3700万。广告合
同收入(阿迪达斯、华为、塔塔
汽车、卡塔尔电信、乐事、佳得
乐 、百 事 、S i r i n 实 验 室 、
Hawkers、蒙牛)及其他商业活
动(为阿根廷国家队和巴萨拍
摄广告片、D&G、2020年迪拜世
博会、Web TV、在阿根廷和西
班牙的地产和酒店、金融投
资、餐厅、葡萄酒等)。

C罗 9400万
33岁 皇家马德里
年薪：4400万，奖金：500万

其他收入：4500万。广告合
同收入(耐克、康宝莱、Altice/
SFR、美旅、Pokerstars.com、清
扬、泰格豪雅、三星、Sixpad、雅
培、Pestana、努比亚)及其他商
业活动 (CR7 footwear、CR7
luxury underwear、CR7 shirts、
CR7香水、CR7手机应用、Roc、
Monster、布加迪、Disquared2、
WMS、地产和豪华酒店、阿
联酋航空/皇马相关广告)。

内马尔 8150万
2 6岁 巴黎圣日耳
曼
年薪：4 8 9 0万，奖
金：260万

其他收入：
3000万。广告收入
(耐克、TCL、本田、
Beats by Dre、昆腾、
Digible、Pilao、麦当劳、
携程、Replay、Exness、
Ultrafarma)及其他商业
活动 ( N J R品牌、N JR
Sportwear、圣日耳曼广
告、地产和金融投资)。

贝尔 4400万
28岁 皇家马德里
年薪：3200万，奖金：300万

其他收入：900万。广告合
同 (阿迪达斯、索尼、S i m b a
S l e e p、A l t i t u d e M a s k、BT
Sport、日产)及其他商业活动
(Eleven of Hearts品牌、肖像
权、餐饮、地产)。

皮克 2900万
31岁 巴塞罗那
年薪：2000万(含签字费)，奖金：
100万

其他收入：800万。广告收
入(耐克、倍科、Time Force、
K o n a m i )及 其 他 商 业 活 动

(Kosmos、Kypers眼镜、多媒
体平台、食品、功能饮料、
地产和金融投资)。

克罗斯 2820万
28岁 皇家马德里

年薪：2000万，奖金：
520万

其 他 收
入：300

万。

广 告 收 入 ( 阿 迪 达 斯 、
PlayStation、奥迪)。

拉莫斯 2750万
32岁 皇家马德里
年薪：2000万，奖金：520万

其他收入：230万。广告收
入(耐克)和其他商业活动(皇马
广告、地产)。

ァ伊布 2680万
36岁 洛杉矶银河
年薪：1760万(含在曼联的签字
费和奖金)，奖金：120万

其他收入：800万。广告合
同 ( 耐 克 、三 星 、沃 尔 沃 、
Dressmann)及其他商业活动(香
水、A-Z品牌、出版、互联网、手
机应用、体育中心、地产、曼联
广告)。

ア格列兹曼 2600万
27岁 马德里竞技
年薪：2100万，奖金：50万

其他收入：450万。广告收
入 (彪马、海飞丝、吉列、EA
Sports、Sport 2000、HYT、华为)
及其他商业活动(赛马、地产)。

癌安苏亚雷斯 2600万
31岁 巴塞罗那
年薪：1900万，奖金：100万

其他收入：600万。广告合
同(阿迪达斯、Hawkers、佳得
乐、Abitad、国美、马来西亚旅
游局、三星 )及其他商业活动

(Redbubble产品、巴萨广告)。

癌俺伊涅斯塔 2550万
33岁 巴塞罗那
年薪：2000万(含奖金)，奖金：80万

其他收入：470万。广告合
同 (耐克、日产、Arcos、索尼、
Damm、Dormity.com、ufx.com)
及其他商业活动(足球学校、地
产和金融投资、电信、旅游、葡
萄酒)。

癌按拉维奇 2530万
32岁 河北华夏幸福
年薪：2370万 (含奖金 )，奖金：
100万

其他收入：60万。广告合
同(阿迪达斯)及其他商业活
动(地产和金融投资)。

癌暗桑切斯 2355万
29岁 曼联
年薪：2025万 (月薪174万，
含签字费)，奖金：10万

其他收入：320万。广告
合同(耐克、华为、手机应用)
及其他商业活动(肖像权)。

癌岸本泽马 2350万
30岁 皇家马德里
年薪：1600万，奖金：500万

其他收入：250万。广告合
同(阿迪达斯)及其他商业活动
(肖像权)。

癌胺穆勒 2300万
28岁 拜仁
年薪：1600万，奖金：50万

其他收入：650万。广告合
同 (阿迪达斯、百味来、荣威、
Weber、吉列、Young Wings)及
其他商业活动(拜仁广告)。

癌案卡瓦尼 2250万
31岁 巴黎圣日耳曼
年薪：1840万，奖金：150万

其他收入：260万。广告合
同(耐克、帕尼尼)及其他商业
活动。

癌肮奥斯卡 2220万
26岁 上海上港
年薪：2080万，奖金：20万

其他收入：120万。广告合
同(阿迪达斯、Ritmo Mundo)及
其他商业活动。

癌昂莱万 2220万
29岁 拜仁
年薪：1700万，奖金：40万

其他收入：480万。广告合
同(耐克、吉列、华为、Change、
Oshee、可口可乐-2017年年底
结束 )及其他商业活动 ( R L
Medias、Agence Stor9_、手机应
用、拜仁广告)。

癌盎博格巴 2200万
25岁 曼联
年薪：1550万，奖金：150万

其他收入：500万。广告合
同(阿迪达斯)及其他商业活动
(肖像权、曼联广告)。

蔼安诺伊尔 2080万
32岁 拜仁
年薪：1600万，奖金：30万

其他收入：450万。广告合
同(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索尼、
海飞丝、Mobileworld 24、Dis-
ney Pixar)及其他商业活动(拜
仁广告)。 据《体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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