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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3月14日消
息，1：3，在慕尼黑的大雨中，拜仁在安联主
场输给了上届亚军利物浦，从而在欧冠八
分之一决赛中黯然出局。

对 于 德 甲 巨 人 来 说 ，他 们 自
2011-2012 赛季以来，连续七个赛季闯入
欧冠八强的历史就此终结。

在过去七个赛季，德甲巨人曾经六次
打 进 过 欧 冠 半 决 赛 ，并 且 夺 得 过
2012-2013赛季的欧冠冠军，在决赛中，他
们所击败的恰恰是克洛普所率领的同国对
手多特蒙德。如今，克洛普却率领
利物浦，为拜仁的一个时代画上了
休止符。

36 岁的里贝里、34 岁的拉菲尼亚、33
岁的诺伊尔、31 岁的胡梅尔斯、哈马以及
莱万，拜仁首发11人中，竟然有六名球员
年纪都在 30 岁以上，而在对手利物浦阵
中，仅有米尔纳一名首发球员是80后。

年龄上的优势，也令克洛普得以为自
己的球队在比赛中定制出一套贯穿全场的
压迫体系，最终成功地拖垮了拜仁。

也许科瓦奇并不是配得上拜仁的教
练，然而与其责怪科瓦奇的无能，不如说拜
仁最近这些年的食古不化害了他们。

在2013年夺取欧冠冠军之后，球队的

核心框架也就此确立，这批作为球队支柱
的功勋球员，在一次次冲击下也随着年华
的老去而渐渐失去了竞争力。

在最近这些年的转会市场上，拜仁
并非没有对球队进行换血，然而纵观最
近几年球队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却鲜
有对球队核心框架进行逐步更新换代的
举动，仅仅是在角色球员上进行了不断
的更替。

于是，那颗令人闻风丧胆的南部之星
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支举步维艰

的昔日霸主。
同样落人话柄的莫过于拜仁多年来在

转会市场上挖竞争对手墙脚的举动。他们
先后从多特蒙德挖走了格策、莱万以及胡
梅尔斯这三位至关重要的球员，令“大黄
蜂”的竞争力再也无法恢复到颠峰时期的
水准。

然而，由于德甲政策原因，外部资本无
法进去，国内联赛竞争强度的下降，也令每
年都稳夺联赛冠军的拜仁，在面对真正硬
仗的时候，开始缺乏足够的战斗力。

过去连续五个赛季，他们都在同西甲

强敌的交锋中败北，从而在欧冠赛事里被
淘汰出局，可谓是最好的证据。

须知，2013 年球队夺取欧冠冠军，正
是因为多特蒙德在国内的节节进逼，激发
出了拜仁的最大能量，从而令球队在激烈
的对抗中磨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面对
尤文图斯和巴萨时，打出了令人惊叹的绞
杀能力。

同样，两队在德甲的龙争虎斗，也为德
国国家队在 2014 年世界杯上夺冠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

然而四年之后，当拜仁挖空了竞
争对手，在国内赛场统治力愈加稳固
之后，他们却在欧洲赛场上频频折戟

沉沙。
而以拜仁球员为班底的德国国家队，

先是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出局，创下了德国
足球史上最耻辱的时刻之一，随后又在欧
洲国家联赛的赛事中降级，跌入了多年来
的又一个低谷。

如今，拜仁甚至已经无法跨入欧冠八
强……

至此，本赛季德甲球队在八分之一决
赛与英超球队的三组捉对厮杀中，已然全
军覆没，这也是德国足球在不到一年时间
内遭遇的第三次沉重打击。

新华社柏林3月13日电 在利物浦13日以3：
1击败拜仁晋级欧冠八强后，利物浦主教练克洛普
表示，他为球队在欧冠赛场上的日益成熟而感到
高兴。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我为队员们感到
骄傲。”克洛普说，“上半场我们踢得还有些拘谨，
不过到了下半场我们表现得非常成熟。”

“拜仁的主场战绩非常好，能在这儿拿下一场
胜利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容易。”克洛普的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作为曾经是拜仁的一员，克洛普表示：“击败
拜仁对我而言并无特别之处，我只是想为利物浦
赢球。”

由于曼城、热刺和曼联这三支英超球队也
都进入了欧冠八强，利物浦可能在四分之一决
赛中与同联赛的对手上演“英伦对决”。对此，
克洛普表示：“对我们而言，跟谁比赛都是一样
的，球员们不惧怕任何对手，我们最终会赢下比
赛。”

新华社马德里3月13日电 两粒进球，两记助
攻，梅西在诺坎普导演了一场大胜，将球队平稳送
入欧冠八强。13日巴萨与里昂的比赛后，阿根廷
人得到了两队主帅的交口称赞。而谈到同样在欧
冠战场上有出色表现的老对手C罗，梅西亦不吝
赞美之辞。

与里昂的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较量中，梅西
先是在第 17 分钟以一记勺子点球为巴萨打开局
面，又在第78分钟一人单挑对手防线，斩获一记精
彩进球。此外，他还在第81分钟和第86分钟分别
为皮克与登贝莱送上助攻，助巴萨在主场以5：1大
胜对手。

一人参与四记进球，梅西的表现又一次征服
了世界。巴萨主帅巴尔贝尔德称赞阿根廷人打了
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赛”。他说：“当他拿球的
时候，总是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场上有什么
即将发生。”而里昂主帅热内西奥则感叹梅西“无
法阻挡”。他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球员之
一。他就像尤文图斯的C罗一样，大大提升了球
队实力。”

就在一天前，C罗在与马竞的比赛中上演“帽
子戏法”，帮助尤文图斯主场翻盘晋级欧冠八强。
对于这名“竞争者”，梅西更多地表现出了惺惺相
惜之情，他说：“C罗和尤文图斯的表现令人印象
深刻，我原本以为马竞会更强悍一些，但尤文图斯
的表现更胜一筹，C罗以他的三粒进球成就了一
个魔法般的夜晚。”

本赛季至今，梅西已经为巴萨在各项赛事中
出场36次，打入36球。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3月14日消息，欧冠联
赛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较量中，皇马、马竞、巴黎圣
日耳曼等豪强都在首回合占优的情况下在次回合翻
车，这对巴萨形成了巨大压力。不过，巴萨并没有重
蹈其覆辙，他们没给里昂太多的机会，在主场以5：1
大胜对手，连续12个赛季闯入八强。至此，欧冠八
强全部产生，英超四强占据半壁江山，巴萨、阿贾克
斯、波尔图和尤文图斯占据剩余位置。

八强球队分别为：曼联（英超）、曼城（英超）、热
刺（英超）、利物浦（英超）、波尔图（葡超）、尤文图斯
（意甲）、阿贾克斯（荷甲）、巴萨（西甲）。

值得一提的是，巴萨也是欧冠八强中西甲的独
苗。上一次欧冠八强西甲只有一支球队还是在九年
前，当时也是巴萨在八强中独活。在2009-2010赛季
后，这种情况就再没发生过，直到本赛季再次重演。
2009-2010 赛季后，皇马成为了八强的常客，而从
2012-2013赛季起，八强中都有三支西甲球队。

过去的几个赛季，西甲球队无疑是欧冠赛场上
的绝对主角，过去五个赛季的冠军得主都来自于西
甲，其中皇马赢得4次，巴萨赢得1次，皇马还实现了
欧冠三连冠的霸业。此外，从2007-2008赛季开始，
欧冠四强球队中都至少会有一支西甲球队，这11个
赛季期间共44个半决赛名额，西甲占据了18个，并
且最终七夺冠军。除皇马和巴萨在过去几年垄断欧
冠奖杯外，马竞也曾两次闯进欧冠决赛。不得不说，
西甲球队对欧冠的统治力无出其右。

本赛季英超球队似乎接过了西甲球队的班，他
们共有四支球队闯入了八强。继 2008-2009 赛季
后，这是第一次有四支英超球队进入欧冠四分之一
决赛。本赛季西甲参加欧冠的球队是瓦伦西亚、马
竞、巴萨和皇马。瓦伦西亚早早在小组赛就被淘汰
出局，皇马和马竞虽然小组出线，但在八分之一决赛
中，他们都在首回合握有优势的情况下，分别被阿贾
克斯和尤文图斯翻盘。

虽然巴萨淘汰里昂进入八强，但对巴萨来说，要
想晋级还得克服一大心魔。自2015年夺得欧冠奖杯
后，巴萨就没能进入欧冠半决赛了。过去几个赛季，
他们先后被马竞、尤文图斯和罗马淘汰。

本赛季巴萨的最大目标就是欧冠，梅西在赛季
初也明确表示：“我们要竭尽全力赢得这个如此漂
亮又如此渴望的奖杯。”

巴萨在西甲联赛已经遥遥领先，在国王杯也进
入了决赛，如果能在欧冠实现突破，那三冠王的梦想
就能实现。2008-2009赛季，欧冠八强中也有四支英
超球队以及波尔图，而十年之后，同样的情况上演，
那年巴萨拿到了六冠王伟业，本赛季巴萨能重复辉
煌吗？

按照欧足联的日程安排，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
抽签仪式将于北京时间3月15日晚在欧足联总部瑞
士尼翁进行。根据抽签规则，本次抽签将明确上下
半区划分，即所有球队都将清楚潜在的半决赛、决赛
对手。四分之一决赛的八支球队不设种子球队，同
国球队也不会回避。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将于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4 月 11 日凌晨进行争夺，4 月 17 日和 4 月 18
日进行次回合较量。本赛季的欧冠决赛将于北京
时间6月2日凌晨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万达大都会球
场进行。

西甲独苗巴萨遭英超四强围剿
今日 19:00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对阵抽签 20:00 欧联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抽签

新华社巴塞罗那3月14日电 日
前，巴塞罗那官方宣布前锋登贝莱左
大腿股二头肌肌肉撕裂，将缺席三到
四周时间。

2017年8月，登贝莱以1.5亿欧元
的身价加盟巴萨，这位“亿元先生”后
跟随球队夺得2017-2018赛季西甲冠
军和国王杯冠军。

不过2017年9月，这位法国边锋
就出现过左腿肌肉撕裂的情况。巴
萨方面介绍，登贝莱此次伤情最初因

为 3 月 10 日西甲联赛中对阵巴列卡
诺的比赛中受了伤。不过他的身体
当时并未显现出有大碍，随后在对阵
里昂的比赛中登贝莱还替补出场 20
分钟，打进了巴萨的第五粒进球。

预计登贝莱将休息三周到四周
时间，所以他将无缘与西班牙人的加
泰罗尼亚德比，至于能否赶上 4 月 7
日与马竞的西甲比赛及4月中旬的欧
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较量，还需看
其恢复情况。

英超
3月17日
22:15 富勒姆VS利物浦
3月18日
00:30 埃弗顿VS切尔西
西甲
3月16日
23:15 皇马VS塞尔塔
3月17日
01:30 毕尔巴鄂竞技VS马竞
3月18日
03:45 皇家贝蒂斯VS巴萨
意甲
3月17日
01:00 斯帕尔VS罗马
19:30 热那亚VS尤文图斯
3月18日
01:00 那不勒斯VS乌迪内斯
03:30 AC米兰VS国际米兰

德甲
3月16日
22:30 沙尔克04VS莱比锡
3月17日
01:30 柏林赫塔VS多特蒙德
20:30 勒沃库森VS不莱梅
3月18日
01:00 拜仁VS美因茨
法甲
3月18日
04:00 巴黎圣日耳曼VS马赛
英足总杯
3月17日
01:20 斯旺西VS曼城
03:55 狼队VS曼联
男篮世界杯
3月16日 22:00 抽签仪式
F1大奖赛澳大利亚站
3月16日 14：00 排位赛
3月17日 13：10 正赛

昔日霸主拜仁为何举步维艰昔日霸主拜仁为何举步维艰

克洛普谈欧冠晋级：

我们踢得越来越成熟我们踢得越来越成熟

登贝莱因伤将登贝莱因伤将缺席三周到四周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3月14
日，在欧冠八分之一决赛后，梅西在
本赛季的欧冠赛场已经打进8球，与
莱万一道领跑欧冠射手榜。

梅西在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
次回合比赛中打进2球，到目前为止
他在欧冠赛场共打进8球，与莱万排
名射手榜首位，不过由于拜仁的出
局，莱万的进球数也就停留在此，梅
西非常有希望获得本赛季欧冠最佳
射手称号。本赛季 C 罗在欧冠赛场
表现一般，除了在对阵马竞的次回合
中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此前的比赛中
只打进1球，目前落后梅西4球，C罗

若想追上梅西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在梅西和莱万之后，是阿贾克斯

前锋塔迪奇和波尔图的马雷加，这两
人均为 6 球。凯恩、阿圭罗、迪巴拉
均为5球，内马尔本赛季也打进5球，
但是巴黎圣日耳曼也已经被曼联淘
汰出局。

在最新欧冠最佳射手赔率中，
梅西的赔率仅为 1.6，他之后赔率最
低的是曼城球员阿圭罗，赔率为 8，
C 罗获得本赛季欧冠最佳射手的赔
率也为 8。从目前的赔率来看，梅西
获得本赛季欧冠最佳射手的概率非
常大。

梅西与莱万领跑欧冠射手榜

独造四球获主帅对手齐称赞

梅西与C罗英雄惜英雄

周 末 看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