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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四强争霸 皇马最被看好 两大定律却不买账

莫非，今年的冠军是尤文？
本报记者陈开

布冯“零封”巴萨时代

“即使与巴萨踢一
整天， 我们也不会丢
球”， 随着昨天尤文主
帅阿莱格里的霸气宣
告，本赛季欧冠四强也
全部诞生。
巴萨、拜仁两大顶
尖豪门，竟然齐齐无缘
半决赛， 这一状况，已
经多少年没见过了？ 请
为他们默哀30秒。 时间
到。 现在，让我们向前
看，进入下一个激动人
心 的 竞 猜 环 节——
—皇
马、尤文、马竞、摩纳哥
四位幸存者，谁将会是
今年的欧洲之王？

尽管巴萨全场狂轰了19脚射
门，但在尤文图斯门将布冯眼里，那
全是浮云。 没错，巴萨的射门，基本
都打了高射炮，要么就是踢偏，仅仅
只有一脚，需要布冯作出扑救。
首回合0:3落败的巴萨，昨天全
线猛攻， 但尤文图斯的铜墙铁壁，防
得连MSN组合都只能开始怀疑人生。
终场哨响，0:0闷平， 尤文昂首挺胸迈
进半决赛。 梅西的职业生涯，依然无法
攻破布冯把守的大门， 而尤文零封的，

不仅仅是梅西，可能也包括巴萨“宇宙队”
时代。
在被尤文两回合零封后， 巴萨连续两
年无缘欧冠半决赛，而最近四年，他们三次
止步八强，在欧冠彻底丧失了统治力。随着
哈维的离开，伊涅斯塔年龄渐老，加上俱乐
部的引援不力，不客气点说，巴萨中场的运
动能力已经下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今年
欧冠赛场，对曼城、尤文的0:3，对巴黎的0：
4……迈不开腿的巴萨不止一次惨败，“宇
宙队”向着
“
惨案队”狂奔而去。

今 年 夏
天， 主帅恩里
克就将离开，
等待巴萨的，是
彻底重建。 但想
再现瓜迪奥拉执教
前后连续6年挺进欧冠四强的辉煌， 又谈
何容易？ 正如传奇教练拉涅利表示，这是
巴萨称霸欧洲时代的终结，足坛风水轮流
转，从曼联，到米兰、皇马，“现在轮到巴萨
时代画上句号了”。

帅齐达内，偏偏还能将更衣室管理得井井
有条。 而表现在场上，是比赛越踢到后面，
皇马越难以战胜。本赛季西甲，比赛进入补
时阶段之后，皇马打进了惊人的13球，逆转
了5场。 至于欧冠赛场，对皇马所有未来的
对手提一个忠告吧——
—千万别把比赛拖入
加时。 皇马继2014年欧冠决赛，加时阶段
连进3球击败马竞后， 今年又以相同方式，
淘汰了强大的拜仁，完全就是标准的
“
加时

赛惹不起”。
欧冠四强
诞生后，欧洲博
彩公司迅速开出
夺冠赔率，皇马被列为
第一热门。 而国外数据网站SPI，则计算出
各支球队的夺冠概率， 同样看好皇马：皇
马的夺冠概率最高，为36%；尤文图斯次
之，33%；马竞18%，摩纳哥13%。

惊人。 去年欧冠，他们就一路淘汰巴萨、拜
仁， 只是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才输给皇
马。 不过说起点球，这大概是马竞最大的
软肋，今年各项赛事，他们共获得13次点
球机会，竟然罚丢了其中的8球，甚至有两
分钟内连罚失两粒点球的壮举。
黑马摩纳哥的优势，在于球队有一群
20岁上下的小妖， 其中以姆巴佩最为出
名。 昨天对阵多特蒙德破门后，年仅18岁
的姆巴佩，本赛季欧冠已经打进5球，而且
都是在淘汰赛阶段，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梅

西、C罗。 目
前转会市
场上，姆巴佩
身价已经超
过1.1亿欧元，这真
让中超那些享受
“优惠政策”的U23球员脸红。 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 摩纳哥已经连续四场欧冠打进3
球以上，火力之猛独步欧洲。 难怪姆巴佩
谈到明天半决赛抽签时表示： 爱谁谁，我
的目标是进决赛。

皇马领跑夺冠热门
在老牌超级豪门巴萨、 拜仁回家后，
谁最有希望捧起今年的欧冠奖杯？ 毫无疑
问，当然是三巨头中硕果仅存的皇马。
今年欧冠赛场， 皇马不是进球最多
的，也不是丢球最少的，但他们可以自豪
地拍胸脯说，自己是续航能力最强的。 皇
马的超级续航能力，源自他们在全欧洲也
找不出第二家的板凳厚度，连J罗、伊斯科
这种大牌球星，都只能打替补，他们的主

搅局的大哥和小妖
马竞和摩纳哥虽然不被人看好，但手
中的独门武器，让他们有了挑战欧冠王座
的底气。
如果说皇马、巴萨、拜仁是三大超级豪
门，那马竞就是欧冠的隐藏BOSS。 在前天
淘汰莱斯特城后，他们已经四年里第3次杀
入半决赛，嗯，这和巴萨形成了鲜明反差。
马竞最大倚仗，是拥有绰号“带头大哥”的
主帅西蒙尼， 不止一名球员在不同场合表
示过，愿为西蒙尼效死。 在“带头大哥”的
人格魅力影响下，马竞团队精神和战斗力

定律
“预祝”尤文登顶
姆巴佩不怕碰任何对手，尤文门将布
冯却表示，半决赛抽签他最不愿抽到的是
摩纳哥——
—这让皇马、马竞多不好想？
布冯说的未尝没道理，皇马、马竞在
西甲中竞争激烈，会牵扯精力，而摩纳哥没
有这方面顾虑。 实际上，这也是尤文的优
势，他们在意甲目前领先第二名8分，优势

明显，可以全力以赴备战欧冠半决赛。
当然，本赛季欧冠至今，尤文保持不
败并且只丢了区区两球， 这才是他们最
大的底气。 而与此同时，两大欧冠定律，
似乎 也 预示 着 他们 将成 为 今 年 欧 冠 之
王。 一是“巴萨定律”——
—但凡淘汰赛两
回合均零封巴萨的球队， 最终将捧杯，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不收进口关税费 不收快递费 不收任何特殊费用

美国欧米伽叁 1元特卖
美国康美信欧米伽叁，1 元 1 瓶，1 瓶 60 粒，可吃 2 个月，每人
限购 5 瓶，活动仅限一周，今日开售：400-0686-335
吃美国进口欧米伽 3， 享健康幸福晚
年。 美国康美信欧米伽 -3 鱼油软胶囊自
投放市场以来，以其优异的进口品质得到
了国内许多中老年人的认可，给他们带去
了健康和活力，持续热销 1 年多。
为响应全民健康
发展计划，1 瓶 体 验活
动难以满足众多经济
条件不佳，但又需要长
期服用的中老年人。 为

此， 知名健康品进出口公司特举办本次一
元特卖活动，回馈新老顾客，本次活动仅限
一周，具体细则如下：
1， 活动仅针对年满 50 周岁的中老年
人；2，每人限领 5 瓶，不得重复领取；3，一
年量为 6 瓶，不零售，6 瓶仅收取一瓶的费
用，加上 5 瓶 5 元；4，不收快递费，免费送
到家；5，活动仅限一周,过期不候。

400-0686-335 400-8856-836

订购
热线：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深圳康美信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08年的曼联、2013年的拜仁都做到了，
这次要看尤文的。 二是“轮回定律”——
—
每隔七年，总有一支意甲球队称雄欧洲，
1989年的 米兰 、1996年 的尤 文 、2003年
的米兰、2010年国米……日月如梭，又到
了七年之痒的季节。
相比之下， 去年的冠军皇马却需要

面对“欧冠魔咒”——
—自欧冠改制以来，
还从没有球队能够实现卫冕。 所以，欧冠
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尤文，其实才是
最有希望上位的球队？

深度解读

土方专治咳喘
河南民间有一治咳喘绝活， 不用打

疾病。 强劲改善咳嗽、咳痰、咳血、胸闷气

针、不用激素、更不用担心治不起，不花

短、哮鸣音、夜不能寐等症状，各种肺病

冤枉钱，补足肺动力，专治咳喘，吃上就

症状渐渐好转。

舒服，治一个笑一个！

因为方法奇特、安全，国家特别给了

这是一种通过浓缩几十味特殊中草

专利（专利证号 201010125588.5），管它叫

药的褐色药丸， 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菲 动 力 ， 清 气 化 痰 丸 （国 药 准 字

理局批准功能主治清肺化痰， 用于治疗

Z41021649OTC)，恢复肺动力，防止反复。

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哮喘、肺

如果您是肺病老患者， 不妨体验一

炎、肺气肿、肺心病、尘肺、烟肺、矽肺、等

下它的神奇效果。

咨询热线：400-0092-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