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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克斯：最后一场决赛

5月20日23:00
西甲第38轮

比利亚雷亚尔VS皇马
PPTV

5月20日23:00
西甲第38轮

马竞VS埃瓦尔
PPTV

5月20日23:00
西甲第38轮

塞维利亚VS阿拉维斯
PPTV

西甲赛场

5月14日，西甲第37轮进行了
一场焦点比赛，最终客场作战的
巴萨被莱万特打蒙，以4:5遭遇本
赛季西甲首场败绩。

上半场的10分钟，莱万特发
动快速反击，博阿滕在门前抢点
破门，莱万特意外取得领先，第30
分钟，莱万特前场突破撕开巴萨
的防线，博阿滕获得了单刀的机
会，最终他成功破门为球队改写
了比分。之后库蒂尼奥在禁区前
劲射破门为巴萨追回一球，上半
场巴萨以1:2落后于对手。

下半场开始之后，莱万特在
前10分钟三度通过反击敲开巴萨
的大门，他们令人吃惊得以5:1领
先西甲冠军，关键时刻又是库蒂
尼奥站了出来，完成帽子戏法。
之后苏亚雷斯罚进点球，巴萨以
4:5落后于对手，而这也让巴萨看
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可惜的
是，在剩下的时间内，巴萨没能
继续进球，最终不得不在客场接
受4:5输球的结果。

推荐理由：赛季最后一战巴
塞罗那需要一场胜利。

英超结束了本赛季最后
一轮的争夺，在两场事关欧冠
资格归属的焦点大战中，利物
浦4:0大胜布莱顿，而切尔西0:3
不敌纽卡斯尔，孔蒂的球队从
而无缘下赛季欧冠。至此，本
赛季英超正式落下帷幕，曼市
双雄、利物浦和热刺将在下赛
季代表英超征战欧冠，阿森
纳、切尔西和伯恩利屈身欧联
赛场，斯旺西、斯托克城和西
布朗不幸降级，萨拉赫以32粒
进球荣膺射手王。

此前，切尔西曾经以一波
4连胜直追前四，但是在上轮
比赛中，1:1与升班马哈德斯菲

尔德战平，令此前所有的努力
功亏一篑。

将状态正佳的吉鲁放在
替补席上，起用近期表现平平
的莫拉塔，是这场比赛孔蒂最
糟糕的决定，最终莫拉塔碌碌
无为，切尔西与哈德斯菲尔德
1:1战平，蓝军从而失去了缩小
与前四差距的良机。

最后1轮，切尔西仍有晋
级欧冠的可能，但前提是自己
必须战胜纽卡斯尔，同时寄希
望于利物浦输给布莱顿。当
然，指望实力平平并且无欲无
求的布莱顿战胜利物浦并不
现实，但是作为晋级下赛季欧

冠的唯一希望，切尔西战胜纽
卡斯尔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
务，至于利物浦会不会爆冷输
给布莱顿，只能听天由命。

尽管最终的结果证明，由
于利物浦4:0大胜布莱顿，所以
即使切尔西战胜了纽卡斯尔，
孔蒂的球队也无法获得欧冠
资格，但是0:3输给实力平平的
纽卡斯尔，还是多少出乎了外
界的预料，这个结果意味着，
如果布莱顿真的爆冷击败了
利物浦，切尔西也无缘下赛季
欧冠。

推荐理由：切尔西能否在
杯赛中证明自己？

5月20日02:00
法甲第38轮

特鲁瓦VS摩纳哥
PPTV

5月20日02:00
法甲第38轮
里昂VS尼斯

PPTV

5月20日02:00
法甲第38轮

图卢兹VS甘冈
PPTV

尽管巴黎一再宣称内马尔
会留队，但西媒仍然断言他极有
可能加盟皇马。如今，英媒又爆
出了新的猛料。据《每日镜报》报
道称，曼联已经告知内马尔，红
魔很希望能够在今夏引进他。

在2016年夏天，曼联就曾告
知内马尔，红魔愿意买断他1 . 9亿
欧元的违约金。内马尔最终决定
与巴萨续约，但一年后就买断
2 . 22亿欧元违约金加盟巴黎。

据《每日镜报》报道称，曼联
告知内马尔，红魔愿意为他支付

2 . 27亿欧元转会费。在年薪方面，
曼联愿意给内马尔3400万欧元，
这与他在巴黎的年薪持平。

去皇马还是去曼联？在内马
尔领取法甲最佳球员奖项时，有
记者当面向他发问。内马尔不是
很开心：“每个人都知道，我为什
么来这里。我有自己的目标，现
在的目标是世界杯。现在不是谈
转会的时候，我真的对这一话题
有点烦了。”

推荐理由：大巴黎一个赛季
的喧嚣即将落下帷幕。

2017-2018赛季德甲联赛
日前落下帷幕。虽然最后一
轮主场1∶4不敌斯图加特，但
拜仁仍以27胜3平4负的成绩
获得德甲六连冠，领先第二
名的沙尔克04多达21分。霍芬
海姆队主场 3∶1击败多特蒙
德队，反超多特蒙德升至第
三位，获得欧冠正赛资格，下
赛季该队将迎来历史上首次
欧冠正赛之旅。这样代表德
甲参加欧冠的4支球队是：拜
仁、沙尔克0 4、霍芬海姆、多
特蒙德。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赛
季德甲联赛收官战中，汉堡
队虽然主场2∶1力克门兴，但
由于沃尔夫斯堡也以 4∶1击
败了科隆队，结果汉堡队仍
没逃脱倒数第二名的位置。
自从德甲创建以来，汉堡队
就从未降过级，该队是德甲
历史上仅有的一支参加过所
有赛季的球队。然而，天下没
有不散的筵席，在连续19985
天身处德甲联赛之后，这支
被形容为“德甲恐龙”的汉堡
队，下赛季只能去德乙联赛

征战了。
此外，尽管最后一场德

甲比赛没有进球，但是莱万
多夫斯基依旧以29粒德甲进
球毫无悬念地当选本赛季德
甲金靴，这也是他第三次夺
得这一殊荣。赛后莱万也特
别感谢了队友。“能够再次成
为德甲金靴于我而言是一个
巨大的荣耀。非常感谢我的
队友们，没有你们就不可能
有我的成就！”莱万说道。

推荐理由：海因克斯主教
练生涯最后一场比赛。

在最后一轮意甲比
赛中，尤文图斯在主场挑
战罗马，这样的一场强强
对话对于尤文来说是非
常关键的，因为他们只要
拿到一分就可以实现夺
冠的目标，而之前他们在
意甲已经统治了六年的
时间，早已经从电话门的
事件中走了出来。最终全
场比赛结束，尤文图斯0:0
战平了对手，从而以还剩
下一轮领先那不勒斯4分
的成绩提前夺冠，实现了
赛季七连冠的伟业，继国
米在意甲建立王朝之后
尤文图斯归来成就了自
己的时代。

而这样的比赛对于
很多球迷来说稍显遗憾
的是没有能够看到布冯
和德罗西在比赛时的交
手，随着什琴斯尼的上位
和德罗西年龄的增大，未
来两人同场竞技的时刻
变得太少太少了，而这场
比赛之前阿莱格里就不
解风情地表示会让什琴
斯尼首发，当比赛进行到
第8 6分钟的时候德罗西
被换下，罗马奥林匹克体
育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而转播镜头也及时地
给到了场边的布冯。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
们会在未来更加得感叹
这种老将的对决机会越
来越少。

推荐理由：提前夺冠
后的尤文如何出战？

皇家社会巴塞罗那

vs

切尔西 曼联

vs

大巴黎

vs

比赛时间:5月20日23: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库蒂尼奥

法甲赛场

比赛时间:5月20日00:1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阿扎尔 博格巴

比赛时间:5月20日02: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瓦尼 帕斯托雷

比赛时间:5月20日02: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海因克斯 科瓦奇

比赛时间:5月21日02: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阿莱格里 伊瓜因

维罗纳

隔记者 李康培

5月20日，已经在德甲夺冠
的拜仁慕尼黑将迎来德国杯决
赛的比赛。在欧冠止步四强之
后，拜仁慕尼黑需要用一个双冠
王为本赛季画上句号。值得一提
的是，这场决赛也是老帅海因克
斯执教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为
此拜仁上下都希望用一场酣畅
淋漓的大胜送别这位功勋主帅。

根据海因克斯的安排，在执
教完本赛季之后将回到自己的
农场，享受幸福晚年生活。其实
拜仁慕尼黑上下非常希望这位
老帅继续执教，但是考虑到自己

的家庭和身体状况，海因克斯还
是坚持自己退役的决定。

这个赛季老帅海因克斯临
危受命，仓促出山接管球队。尽
管曾经给球队带来三冠王的荣
誉，但如今的拜仁慕尼黑已经和
他执教时相去甚远。而且拜仁在
赛季初遭遇低谷，积分上不断被
对手超越，欧冠联赛也在对阵巴
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中输球。为了
避免球队跌入深渊，俱乐部高层
决定换帅，用海因克斯替下了安
切洛蒂。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拜仁这
是有病乱投医，老帅已赋闲多
年，岂能改善球队现状。然而后

面发生的情况让外界的质疑声
纷纷消失，转而是更多的赞美和
钦佩。老帅海因克斯迅速调整了
拜仁更衣室的气氛以及球队战
术打法，在联赛以及欧冠比赛中
开始逐渐复苏。更为神奇的是，
自打海因克斯上任之后，拜仁的
联赛对手们似乎中了魔咒，开始
不断输球。很多拜仁球迷都说，
海因克斯就是拜仁救世主，这个
赛季将重新三冠王时期的辉煌。

之后的拜仁重新焕发出欧
洲超级豪强的实力，在德甲开始
一骑绝尘，最终提前夺冠。在欧
冠赛场，拜仁也是高奏凯歌，直
到遇到皇家马德里才败下阵来。

欧冠四强的成绩，对拜仁来说也
算是一种标配吧。

不过可惜的是在上轮德甲
面对斯图加特的比赛中，拜仁遗
憾输球，没能在联赛中给老帅一
个好的结尾。不过罗本以及博阿
滕等球队主力已经纷纷表示，一
定要在这场杯赛决赛中用胜利
送别海因克斯。

有人走，就得有人来。在海
因克斯离任之后，现法兰克福主
帅科瓦奇将成为球队新的领路
人。巧合的是，拜仁德国杯决赛
对手正是法兰克福。也许这就是
命运的安排，让新老两位主帅来
一场斗法。

足总杯决赛

桑普0:2那不勒斯
罗马0:0尤文图斯
莱万特5:4巴塞罗那
亚特兰大1 : 1AC米兰
西班牙人4:1马拉加
热刺5:4莱斯特城
南安普顿0:1曼城

一周重大比分

拜仁 法兰克福

德国杯决赛

vs

尤文图斯

vs

5月21日02:45
意甲第38轮

AC米兰VS佛罗伦萨
PPTV

5月21日02:45
意甲第38轮

拉齐奥VS国际米兰
PPTV

5月21日02:45
意甲第38轮

那不勒斯VS克罗托内
PPTV

意甲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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