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超
4月18 日
02:45 布莱顿 VS 热刺
4月19 日
02:45 伯恩茅斯 VS 曼联
西甲
4月18 日
03:00 塞尔塔 VS 巴塞罗那
4月19 日
03:30 皇家马德里 VS 毕尔巴鄂
4月20日
01:30 皇家社会 VS 马德里竞技
意甲
4月18 日
02:45 国际米兰 VS 卡利亚里
4月19 日
02:45 都灵 VS AC米兰
02:45 克罗托内 VS 尤文图斯
02:45 罗马 VS 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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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地产三强碧桂园西北区域三
大精品项目“碧桂园·御川府”、“碧桂园·天
誉”、“海东碧桂园”城市展厅同步开放，碧耀
全城。

碧桂园西北区域开疆拓土四年，继西宁
碧桂园后2018 年应城市之发展，再度落子，
携登峰造极之执念，领青海人居之伟作，择址
北川湿地公园旁，打造青海高端别墅项目，匠

心巨制碧桂园·御川府。短短时间内，千亿房
企又大手笔进军海东，为有成就的海东人建
五星级的家。

目前，碧桂园扎根青海、深耕西宁、辐射
周边，势成“多头并进”的经营格局。在未来
发展中，碧桂园西北区域将坚持以人为本、聚
焦专业运营、践行社会责任，成为区域地产品
牌领跑者。

两城倾心·三地盛启

碧桂园西北区域三大展厅盛大开放

恒大今晚拿1分即头名出线
亚冠小组赛最后一轮 今日 18:00 悉尼FC VS 上海申花 19:00 广州恒大 VS 大阪樱花

本报综合消息 2018 赛季亚冠联赛小
组赛第6轮收官战将在4月17日与18日进
行，4月17日恒大主场对阵大阪樱花，恒大
要以平稳出线为根本目标；提前出局的申
花以替补阵容客战悉尼FC，申花要以保持
平稳性为目标。

H组：悉尼FC vs上海申花

申花将客场对阵悉尼FC。小组赛前5
轮过后申花4平1负积4分，于小组垫底，已
提前出局；悉尼FC1胜2平2负积5分，理论
上仍有争夺出线权的希望；鹿岛鹿角2胜3
平积9分，已提前出线；水原三星2胜1平2
负积7分，排名小组次席。

上轮小组赛，在必须赢球才能继续保
留出线希望的情况下，申花主场2：2战平鹿
岛鹿角。该场比赛申花一度2：0领先，被对
手追平确实很遗憾，也再次说明了申花在
亚冠战线的赢球难度。小组收官战远征悉
尼，申花只有莫雷诺一位外援出征，本土球
员也有较大面积轮休，这直接放大了客场
拿分的难度，避免大比分落败是申花的现

实目标。

G组：广州
恒大vs大阪樱
花

恒 大 将 主
场对阵大阪樱
花。小组赛前5
轮 过 后 恒 大 2
胜 3 平积 9 分，
领跑小组积分
榜；大阪樱花 2
胜 2 平 1 负积 8
分，位居次席；
武里南联 1 胜 3
平 1 负积 6 分，
仍保有争夺出

线权的理论希望；济州联1胜4负积3分已
提前出局。

恒大保持不败的表现固然可喜，但上
轮因客场被武里南联绝平而未能提前拿到
出线权，小组收官战理论上的变数不可轻
视。恒大不输球就可确保锁定小组头名，
若输给大阪樱花仍有出线机会，但要看别
人脸色（看武里南联客场对济州联的比赛
结果）。

恒大享有主场之利是此战的绝对利
好，并且大阪樱花并没有安排主力阵容来
华，将以替补年轻阵容出战，理论上恒大的
比赛难度会相应降低。但恒大也有相对不
利的情况，上周末中超联赛客场战平申花
后，恒大落后上港的分差已拉大到5分，球
队的压力在放大；金英权该场比赛表现出
的状态令人担心，阿兰虽可在亚冠战线出
战，但中超战线已进入持续禁赛也恐影响
阿兰的状态；更显关键的是，恒大在联赛与
亚冠战线均已持续暴露进攻端把握战机能
力不足的问题，这直接放大着出现变数的
可能性。

亚冠历史上恒大曾对大阪樱花取得过
5：1大捷（客场）。本赛季小组赛首轮恒大
客场0：0战平对手，该场赛前大阪樱花表示

“已掌握恒大的弱点”，而恒大在缺少郑智、
曾诚的情况下仍形成了一定优势，该场主
要问题是未能把握住得分机会。双方如今
再次交锋，大阪樱花以替补阵容轻松出战，
恒大掌控比赛与把握得分机会的效果、运
势等方面都很值得关注。郑智将停赛，这
对恒大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

根据亚冠规则，G组出线的两支球队将
在首轮淘汰赛对阵E组出线的两支球队，目
前看恒大很有可能要在首轮淘汰赛对阵天
津权健，中国球迷当然不希望“中国德比”
过早出现，但现实情况下恒大并没有挑选
对手的太大余地，必须以平稳出线为根本
目标。

北京时间4月16日，亚冠联赛第6轮，
广州恒大将在主场对阵J联赛劲旅大阪樱
花，赛前，恒大发布了主题为《命运轨迹，
自己绘制》的海报，并写道，“主场自己做
主，势如猛虎摘花，掌握出线主动。”

恒大目前暂列G组第一，本场比赛的
目标就是要拿到一个对于自己有利的出

线席位，只要在17日晚不输大阪樱花，就
可以在十六进八淘汰赛拿到先客后主的
优势，大阪樱花只有赢球才能确保出线。
拿到小组第一对于恒大来说还有一层意
义，那就是可以大概率地避开K联赛霸主
全北现代，相比于已经出线的天津权健，
全北显然更难对付。 本报综合消息

““头号玩家头号玩家””瓜迪奥拉瓜迪奥拉：：

巴萨式足球哲学巴萨式足球哲学，，他至死不渝他至死不渝

本报综合消息 曼城拿下了英超冠军。
这个赛季，他们碾轧了一切，除了利物浦。

的确，欧冠赛场的失利无法掩盖曼城整
个赛季的稳定和犀利，这个赛季的“蓝月亮”，
打出了瓜迪奥拉想要的巴萨式控球。

瓜帅对曼城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控球、进
攻、生活管理、饮食、休息……这只是他在曼
城的第二年，下一步，需要改造的是——气
质。

数据之王
目前曼城33轮拿到了87分，之前队史单

赛季英超最高得分是89分，瓜迪奥拉的球队
十有八九会刷新这项纪录。

另外，如果曼城能够保持现在的拿分趋
势，他们赛季末的得分将是100分，这将打破
切尔西在 2004-2005 赛季创下的单赛季 95
分，也将成为英超历史上第一支单赛季积分
过百的球队。

瓜帅的曼城以控制能力强，进攻高效著
称，那到底是有多强呢？

本赛季曼城场均控球率达 65.9%，这不
仅仅是英超最高的，在五大联赛同样位居首
位。曼城场均传球次数达733次，要比第二
多的阿森纳多出100次。

本赛季在联赛主场1：0击败切尔西的比
赛中，曼城全场比赛一共传球了902次，那是
新的英超单场比赛纪录。

同样是在那场比赛中，京多
安的 167 脚成功传球和 181 次触
球次数也创造了英超新纪录。

本赛季至今，曼城33轮联赛
攻入93球，这已超出了瓜帅执教
曼城第一个赛季联赛总进球数，
在曼城队史上，这个数据也仅次
于2013-2014赛季的全季102球。

然而联赛还未完全结束，如
果按照曼城目前的进球效率，那
赛季末的进球数将达 107 球，而
此前英超单赛季的进球纪录是由
切尔西在2009-2010赛季创下的
103球。

瓜帅找到了对的人
曼城的蜕变离不开重金引援，瓜迪奥拉

在2016年夏天接手曼城，已经在引援方面砸
下了4.5亿英镑。

去年夏天，队内一批30岁的老臣一一离
开球队，瓜帅为球队注入多位更具活力的年
轻人。

从门将位置，曼城以创纪录的价格从本
菲卡引进埃德森，他到队后很快就确立球队
一号门将的位置。本赛季至今，埃德森扑救
成功率达67.5%，在33场联赛中15次完成零
封。另外在瓜帅更为看重的脚下技术这一
环，他的传球成功率高达84.8%，其中有31%
的传球是以长传形式。

防线位置上，两翼的门迪和沃克为曼城
带来了上赛季不曾拥有的冲击力。

当然若论本赛季曼城进步最为明显的一
名球员，答案显而易见——德布劳内。德布
劳内目前是本赛季英超助攻王。

这一切还要从去年夏天的一个决定说
起。瓜帅接手曼城时，他在队内组建了一个
四人团队，这四人分别是孔帕尼、大卫·席尔
瓦、费尔南迪尼奥和阿圭罗。当孔帕尼无法
登场时，另外三人分享队长袖标以及担任管
理层和球队之间的连接角色。去年夏天，瓜
迪奥拉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要寻找第五个
人。”经过队内的投票，德布劳内以巨大的优
势胜出。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德布
劳内感受到了他对于球队的重要性。

球队战术也是德布劳内蜕变的一大原因
所在，上赛季他主要出现在边路，而本赛季他

成为一个类似中场自由人的角色，他与大卫·
席尔瓦和费尔南迪尼奥这对中场组合，可能是
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为出色的中场组合之一。

赛季至今，德布劳内在联赛中出场33次
攻入7球助攻15次，在曼城队内他的制造进
球数仅次于阿圭罗和斯特林。

说起斯特林，其实他也是曼城夺冠的一
大功臣，虽然屡次在比赛中错失近在咫尺的
机会，可他本赛季的联赛进球数仍然达到17
球，在队内仅次于阿圭罗。

他本赛季的进球数与助攻数均是加盟曼
城以来的新高，即使是令人诟病的把握能力，
本赛季斯特林的射门转化率达 23.2%，这也
远高于他上赛季的10.9%。

如果没有斯特林那几粒绝杀进球，英超
争冠大戏可不会这么早结束。

他改变的不只是足球
很多人称瓜迪奥拉专制独裁，可事实真

的如此吗？
他也经常会在训练中询问自己的球员

——“你喜欢我们的踢球方式吗？”每一次他
都得到了积极的答复。

上赛季，还时常会曝出球员对瓜帅的战
术感到困惑，然而这个赛季蓝月亮的球员已
经过了磨合期，可以更好地贯彻瓜帅的理念。

还记得上赛季瓜帅为了增强团队凝聚
力，带队去电影院观看《爱乐之城》吗？本赛

季这样的事情根本无需主帅亲自张罗，球员
都会自发组织。而在训练场上，瓜帅会和队
员们玩一些类似“把球踢进垃圾桶”的游戏，
拉近和球员的距离。

何时突破欧战瓶颈？
联赛中曼城顺风顺水，然而在欧战中却

栽了跟头。那么，瓜帅能否率领曼城在欧冠
赛场有进一步突破呢？

之前执教拜仁慕尼黑三个赛季，瓜帅每
一年都能率领拜仁闯进欧冠四强，却每一次
都止步于欧冠四强。这就是瓜帅的理想足球
在现实面前遭遇的尴尬。

他率领的球队往往会陷入这么一种困
境：短时间内连丢输球。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很大程度
上，这是因为瓜帅的球队在绝大多数比赛中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主导比赛，一旦遇到了能
够破坏自己比赛节奏的球队，瓜帅的球队会
在某一片刻觉得特别不适应。

所以与其说要在防守端继续补强，不如
说应该继续引进出色的进攻球员，进一步加
强球队控制力，以及在进攻端的执行力。

当然，下一个转会窗口，曼城肯定会签下
一名防守型中场。亚亚·图雷在赛季末将离
队，费尔南迪尼奥下个月就要年满33岁，球
队需要在这场位置有新鲜血液的注入，从而
让球队的阵容继续年轻化。有消息称，那不
勒斯的若日尼奥，以及多特蒙德的魏格尔，这
两人都是瓜帅的主要目标。

可以肯定的是，在瓜帅的引导，以及阿布扎
比资金的支持下，曼城只会更加强大。那一座还
未出现过的欧冠冠军，总是在不远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