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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

汉堡 55 年首次
德甲 2017-2018 赛季落下

大幕，汉堡未能再度上演保级
奇迹，自德甲创立 55 年来首
次降级。至此，欧洲五大联赛
仅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毕
尔巴鄂竞技和国际米兰从未
降级。

欧洲豪门球队中，曼联曾
5 次降级，利物浦 3 次降级，
AC 米兰 2 次降级，阿森纳曾
在 1912-1913 赛季降级，拜仁
曾在 1954-1955 赛季降级，尤
文在 2006-2007 赛季因为“电
话门事件”被罚降级。 综合

欧洲未曾降级的球队
西甲：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
毕尔巴鄂竞技
意甲：国际米兰
荷甲：阿贾克斯、埃因霍温、费
耶诺德、乌德勒支
葡超：本菲卡、波尔图、葡萄牙
体育
希超：奥林匹亚科斯、帕纳辛
纳科斯、萨洛尼卡 PAOK
土超：贝西克塔斯、费内巴切、
加拉塔萨雷

双冠！
近十年双冠排行

巴萨领跑五大联赛

巴塞罗那已经赢得了本
赛季西甲联赛和西班牙国王
杯的双冠王，巴萨官网就此
对近 10 年来欧洲五大联赛
球队赢得双冠王的次数进行
了统计，结果巴萨领跑这个
排行榜的榜首。

统计从 2008-2009 赛季
开始，巴萨赢得了 5 次双冠
王，包括 2 0 0 8- 2 0 0 9 赛季、
2010-2011 赛季、2014-2015 赛
季、2015-2016 赛季和 2017-
2018 赛季，其中 2008-2009 赛
季和 2014-2015 赛季巴萨都
赢得了三冠王。

位列巴萨之后的 4 次赢
得双冠王的球队，一共有两
支，分别是德甲巨无霸拜仁
慕尼黑(2009-2010 赛季、2012
-2013 赛季、2013-2014 赛季、
2015-2016 赛季)和法甲班霸
巴黎圣日耳曼(2013-2014 赛
季、2014-2015 赛季、2015-
2016 赛季、2017-2018 赛季)。

此外，尤文图斯在此期
间赢得了 3 次双冠王，皇马、
曼联、切尔西和曼城各自赢
得过2次双冠王。 综合

助攻王！
基米希 15 次助攻
欧洲最强带刀侍卫

据 Opta 资料显示，基米
希本赛季各项比赛送出 15
次助攻，领先欧洲五大联赛
所有后卫球员。赛季至今，基
米希共打进 6 球，加上这 15
次助攻，他一共参与了 21 粒
进球，绝对称得上超级带刀
侍卫。

自 2015-2016 赛季加盟
拜仁至今，基米希已经为球
队打进了 15 粒进球(上赛季
9 球+本赛季 6 球)，可以说，
这名年轻的德国国脚边卫正
朝着世界顶级边卫的大门大
步迈进。 综合

34轮战罢，德甲豪门拜仁
慕尼黑以34轮84分的成绩获得
联赛冠军，这也是他们连续第
6个赛季问鼎德甲王座，沙尔
克04获得联赛亚军，他们的积
分为63分。

在另外两个欧冠资格争
夺中，霍芬海姆和多特蒙德分
列三、四位，他们将入围下赛
季欧冠联赛。“药厂”勒沃库森
排在第五，上赛季亚军莱比锡
RB则获得第六，两队均获得了
欧联杯入场券。德国杯冠军也
将获得一个欧联正赛资格，联
赛第 8 的法兰克福在战胜拜
仁之后获得这一宝贵资格。

降级区方面，科隆联赛垫
底降级，汉堡排名联赛第17，
自德甲创立55年来首次降级，
沃尔夫斯堡排名倒数第3，将
参加保级附加赛，这也是狼堡
连续第二年参加保级附加赛。

欧冠球队：
拜仁、沙尔克 04、霍芬海姆、多
特蒙德
欧联球队：
勒沃库森、莱比锡RB、法兰克
福
降级球队：科隆、汉堡
已确定升级球队：纽伦堡、杜塞
尔多夫
升降级附加赛：沃尔夫斯堡VS
基尔荷斯泰因
射手王：
莱万多夫斯基(拜仁) 29球
助攻王：
穆勒(拜仁) 14次

38 轮战罢，曼城以 38 轮
100 分(32 胜 4 平 2 负)获得联
赛冠军。而且，蓝月亮本赛季
提前 5 轮就加冕联赛冠军。此
外曼城本赛季还打破了单赛
季进球纪录(106 球)、单赛季
胜场提升至 32 场，单赛季最
高积分提升至 100 分。

曼联以 38 轮 81 分获得
联赛亚军，热刺获得联赛第
三。这样以来下赛季英超欧冠
参赛球队确定分别是曼城、曼
联、热刺、利物浦，切尔西位列
第五获得欧联资格。

足总杯冠军和联赛杯冠
军也能获得欧战资格，由于本
赛季曼城夺得联赛杯冠军，因
此联赛第6阿森纳获得欧联资
格。足总杯决赛的两支球队曼
联与切尔西均已提前入围欧
战，因此英超第七名伯恩利将
递补获得欧联资格。

欧冠球队：
曼城、曼联、热刺、利物浦
欧联杯球队：
切尔西、阿森纳、伯恩利
降级球队：
斯旺西、西布朗、斯托克城
英冠升级球队：
狼队、卡迪夫城
升级附加赛半决赛：
富勒姆 VS 德比郡、阿斯顿维
拉 VS 米德尔斯堡
射手王：
萨拉赫(利物浦) 32球
助攻王：
德布劳内(曼城) 16次

38轮过后，巴黎圣日耳曼
以38轮93分的成绩夺得联赛
冠军，这也是PSG近6年来第5
次获得法甲冠军。卫冕冠军摩
纳哥以38轮80分的成绩排在
联赛第2，里昂排在联赛第3，
两队均获得了欧冠资格。

38轮77分的马赛排在联
赛第4，他们将参加下赛季的
欧联杯，按照规则，法国杯冠
军有资格入围欧联，而由于
PSG包揽了法甲和法国杯双
料冠军，因此巴黎的欧联资格
顺延至排名靠前者，雷恩和波
尔多得以入围下赛季欧战。

降级区方面，梅斯38轮26
分联赛垫底，特鲁瓦38轮33分
位列第19，同样不幸降级，图
卢兹以38轮37分的成绩排在
第18位，他们将参加升降级附
加赛，对手是阿雅克肖和勒阿
弗尔的胜者。

欧冠球队：
巴黎圣日尔曼、摩纳哥、里昂
欧联球队：
马赛、雷恩、波尔多
降级球队：
梅斯、特鲁瓦
已确定升级球队：
兰斯、尼姆
升降级附加赛：
图卢兹VS阿雅克肖和勒阿弗
尔的胜者
射手王：
卡瓦尼(大巴黎) 28 球
助攻王：帕耶(马赛)、内马尔
(大巴黎) 13 次

巴塞罗那在联赛中一
骑绝尘，28胜9平1负豪取93
分，提前四轮夺冠。这也是
他们十年内获得的第7座联
赛冠军。

马德里竞技(79分)、皇
家马德里(76分)和瓦伦西亚
(73分)分列第二到第四名。
按照新规，四大联赛的前四
名都将直接晋级欧冠正赛。

在西班牙国王杯决赛
中，巴萨5：0大胜塞维利亚，
成就双冠王伟业。

这样一来，巴塞罗那国
王杯冠军的欧联杯资格也
将顺延给积分榜靠前的球
队，因此联赛第五比利亚雷
亚尔和联赛第六皇家贝蒂
斯都得以直接晋级欧联杯
正赛。而联赛第七名塞维利
亚则获得了参加欧联杯资
格赛的机会。

欧冠球队：
巴塞罗那、马德里竞技、皇家
马德里、瓦伦西亚
欧联杯球队：
比利亚雷亚尔、皇家贝蒂斯、
塞维利亚(资格赛)
*降级球队：
拉科鲁尼亚、拉斯帕尔马斯、
马拉加
射手王：
梅西(巴塞罗那) 34 球
助攻王：
梅西(巴塞罗那)、福尔纳尔斯
(比利亚雷亚尔) 12 次
*表示待定

尤文七连冠

两将并列金靴

尤文图斯以38轮95分的成绩
加冕意甲冠军，实现了联赛7连冠
的壮举，那不勒斯积分突破90分
大关，他们以91分获得联赛亚军，
罗马位列第3，顺利进军下赛季欧
冠联赛。

国米客场击败拉齐奥，蓝黑
军团获得联赛第4，而落败后的拉
齐奥则将参加欧联杯。

AC米兰获得联赛第6，他们将
入围下赛季欧联，根据规则，意大
利杯冠军将获得一张欧联杯门票，
由于本赛季意杯冠军尤文已确保
欧战资格，因此该名额顺延给联赛

第7，亚特兰大将参加下赛季欧联。
降级区方面，贝内文托联赛

垫底，维罗纳排名倒二，克罗托内
在末轮不敌那不勒斯后以35分的
成绩排名倒数第三，不幸降级。

新赛季升班马目前已确定2
支，分别为恩波利和帕尔马，其中
帕尔马近三年完成了连升三级的
壮举。

第三支升班马将由意乙3-8
名(分别为弗洛西诺内、巴勒莫、
威尼斯、巴里、奇塔代拉、佩鲁贾)
进行附加赛产生，目前附加赛尚
未开打。

欧冠球队：
尤文图斯、那不勒斯、罗马、国
际米兰
欧联球队：
拉齐奥、AC 米兰、亚特兰大
降级球队：
贝内文托、维罗纳、克罗托内
升班马：
恩波利、帕尔马
射手王：
伊卡尔迪(国际米兰) 29 球
因莫比莱(拉齐奥) 29 球

英超大结局 西甲大结局

拜仁6连冠

沙尔克、多特进欧冠

英超大结局：
曼城刷百分纪录
切尔西无缘欧冠

法甲大结局：
大巴黎6年5夺法甲
卡瓦尼加冕射手王

西甲大结局：
巴萨93分夺冠

塞维利亚重回欧联

隔记者 李康培

伴随着西甲
最后一轮比赛的
结束，本赛季欧洲
五 大 联 赛 全 部 完
赛，各项桂冠也全部
产生。作为全世界最
受关注的主流足球赛
事，过去一个赛季的欧
洲五大联赛为球迷奉
献了诸多经典。如今，球
迷们都期待着联赛发挥
优异的巨星们可以在世
界杯上一展身手。

德甲大结局 法甲大结局

意甲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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