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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两场世预赛的比赛，C罗回到
了皇马，并参加了全队拍摄新赛季官方照
的活动。与两周之前相比，显然C罗的态度
要温和了许多，他再次与队友打成一片，
笑容也回到了他的脸上。

但当皇马主席佛洛伦蒂诺也想加入
这种和谐的氛围时，一切似乎有了微妙的
变化。佛洛伦蒂诺在活动现场向球员们一
一问好，他几乎拥抱了所有球员，包括C
罗，但两人私聊时，周围的人觉得气氛有
些尴尬。

佛洛伦蒂诺希望两人之间有一次更
坦率的对话，可C罗只给了主席3秒钟时
间。弗洛伦蒂诺当时直接问C罗：“ 你更开
心了，是不？”葡萄牙人的回答也简单明
了：“ 很好，一切都很好。”但是他的态度
非常冷淡。

不过C罗却和队友表现得非常亲热，
尤其是拍照时就在他身边的哈维·阿隆
索，两人有说有笑。而就在一天前，阿隆索
公开表示，他支持C罗赢得金球奖。

有消息称，皇马为了让C罗开心，做了

许多球员的工作，让他们公开表示支持C
罗赢得金球奖。但阿隆索对此不以为然，

“ 没有任何阴谋，或者俱乐部分配的任务，
10天前没有，现在没有，永远都不会有。而

我自始至终支持C罗赢得金球奖，这是他
应得的。”无论如何，C罗暂时撂下了他对
俱乐部的不满，他表示会和皇马一起继续
赢得荣耀，包括本周开始的欧冠联赛。

当C罗与皇马
闹别扭的时候，曼
城反应最迅速的球
队之一，曼苏尔酋
长在两年里第三次
抬高转会费，甚至
达到了2.2亿欧元，
只想把C罗收入帐
下。如今C罗与皇
马 的 风 波 渐 渐 平
息，曼城忽然发现，
这位自己老板最中
意的球员，将在周
二成为球队最大的
麻烦。做客伯纳乌，
开启欧冠死亡之组
的 旅 程 ，C 罗 将 成
为横阻在曼城面对
第一道难关。

“ 要阻止C罗
进球，这几乎是一
项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但这也让我充
满好奇。”曼奇尼
谈到本周二的欧冠
联赛时说，“ 比起C
罗和皇马之间的那
些话题，我更关心
我的球员在伯纳乌
会有怎样的表现，
总体而言，我很有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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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格勒布 vs 波尔图

圣日尔曼 vs 基辅迪纳摩

蒙彼利埃 vs 阿森纳

奥林匹亚 vs 沙尔克04

马拉加 vs 泽尼特

AC米兰 vs 安德莱赫特

皇家马德里 vs 曼城

多特蒙德 vs 阿贾克斯

切尔西 vs 尤文图斯

矿工 vs 北西兰

里尔 vs 鲍里索夫

拜仁慕尼黑 vs 瓦伦西亚

巴塞罗那 vs 斯巴达

凯尔特人 vs 本菲卡

曼联 vs 加拉塔萨雷

布拉加 vs 克卢日

欧冠C组是一个疯狂的小组，4个联赛
冠军聚集在一起死磕。然而对皇马来说，
死亡之组反而像一个避风港，至少在这里
可以暂时忘记联赛中一些糟糕的事。

周末与塞维利亚的西甲联赛，皇马以
0：1告负，4轮比赛之后，他们落后了巴萨
整整8分。据《 阿斯报》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七成的球迷都认为，皇马这个赛季是不
可能逆转对巴萨的8分劣势了，《 马卡报》
的命运调查也显示，超过五成的球迷认
为，皇马本赛季夺冠已经无望。

另一方面，历史数据也对皇马十分不
利。历史上，只有4支球队在前4轮只拿到4
分的情况下夺得了冠军，其中巴萨3次做
到，而这些都是40年前的事了。

输给塞维利亚的比赛让穆里尼奥很
恼火，他觉得球员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
题，甚至直言在中场休息时想换下7个球
员。“ 塞维利亚踢球的时候，就好像每一次
触球都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而我们
的球员呢？我觉得他们的专注度不够，我
们表现得很糟糕。”

穆里尼奥希望周中的欧冠联赛成为
让球员们找回状态和信心的机会，他表示
欧冠是另一个层面的比赛，希望这种气氛
和竞争能让他的球员重燃斗志。

曼城的新赛季开局也不算很出色，本
周他们被客场被斯托克城逼平，曼奇尼
对比赛结果并不满意，尤其是对方那个
进球有手球嫌疑，曼奇尼直斥那不是足
球动作，而是篮球动作，但裁判却对此熟
视无睹。

4轮英超之后，切尔西占据榜首，而曼
城排在第四。曼奇尼在谈到欧冠联赛时也
表示，虽然密集的比赛会影响球员的体
力，“ 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高水准的
比赛也会让球员更好的找到状态，如果能
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球员们会受到更多
的鼓励。”

其实对于皇马来说，与曼城的比赛也
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曼城的
风格正在趋于巴萨化。根据英国媒体统计
的数据，上赛季曼城的前场传球精确率是
整个英超提升最快的，他们的前场威胁
区域的传球也是整个英超最多的，最大
的收益就是进球。上赛季曼城的进球要
比前一个赛季提升了57%，这在英超是个
惊人的数据，大卫·席尔瓦、阿圭罗这些前
西甲球员把西甲的风格融入了这种技术
流的球队。

看到巴萨的影子，皇马球员也许会有
更充足的战斗力。

穆帅：不要他的开心，只要他的状态
在某些方面，穆里尼奥本就不是一个

耐性很好的人，比如面对媒体。而这些天
来，媒体几乎不停歇的问着他同样的问
题：C罗为啥不开心？他现在开心了吗？

这个周末西甲联赛重新开战，而再次
遇到媒体时，穆里尼奥希望他们结束这种
询问，“ 你们已经有了超级精彩的15天

（ 指近两周来的风波），我想你们该歇歇
了，”穆帅说，“ C罗给了你们梦幻的15天，
但是现在应该给他需要的东西，让他安静
和平静地去踢足球，这是他最擅长，也是
他最喜欢的事情。你们，伯纳乌以及观众，
我们都应该评价他在场上的表现，其他就
别说了。”

“ 我是一位足球教练，我没必要去担
心一些多余的，不占主导的问题。”对于穆
帅来说，C罗开不开心不重要，如果他能在
本周的欧冠联赛中发挥出色，穆帅就会开
心，反之他则会让他坐回替补席，“ 我只担
心队员的状态，如果C罗不开心，但是仍然
表现出色的话，对我来说还是很完美。”

来吧曼城！
让我在伯纳乌好好招待你

曼奇尼：假如伯纳乌没有C罗该多好啊
不止是穆里尼奥关心C罗在周中会上

演怎样的表现，曼奇尼同样关心。
在 谈 到 即 将 开 战 的 赛 季 首 场 欧 冠

联赛，曼尼奇第一个就提到了C罗，“ 像
C 罗 和 梅 西 这 样 级 别 的 球 员 是 很 难 防
的，他们都是每场比赛都要进球 的 射
手。要想阻止C罗，坦率地讲我并没有
什么好办法。假如皇马没有C罗那该多好
啊！”

不过曼城的球员可不愿意跟着曼奇
尼打太极，很有可能对上C罗的铁卫孔帕

尼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曼城希望在伯纳乌
赢得胜利，而他也有信心扼制C罗，“ 在伯
纳乌开始欧冠联赛非常美妙，那里的气氛
很好，即便是客场，这也将激励我们前
进。”孔帕尼说，“ 我们的后防线会给C罗
带去麻烦，我们也想赢得比赛。人们都说
我们这一组很疯狂，但我觉得不可能会比
去年更困难了。”

阿圭罗则想在伯纳乌抢走C罗的风
头，这位前马竞队长坦言，当初自己在马
德里时，还从来没有在伯纳乌战胜过皇

马，“ 我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在我穿着
曼城球衣的时候。”

虽然皇 马 分 配 给 曼 城 的 球 票 只 有
3600张，但预计届时将有超过1万名曼城
球迷随队前往马德里，曼奇尼表示，不希
望让这些随行的球迷，以及在曼彻斯特等
待结果的球迷失望，“ 很明显，我们是没有
皇马的历史，但曼城已经赢得了一些奖
杯，而且我们现在还要不断去赢。相信在
未来10年，我们将是一支像皇马一样的顶
级球队。”

笑容重新回到C罗的脸上

》相关新闻

死亡之组反成避风港

》欧冠开战首轮对阵表

第1比赛日

北京时间9月19日，凌晨2点45分开球

第2比赛日

北京时间9月20日，凌晨2点45分开球

C罗手举“ 皇马人”围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