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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闹新新赛赛季季英英超超，，谁谁有有冠冠军军相相？？

2017至2018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
联赛（简称英超）将于英国当地时间8月
12日开始首轮较量。 在新赛季的揭幕战
中，卫冕冠军切尔西将坐镇主场迎战伯
恩利，曼联主场与西汉姆交锋，阿森纳
主场恭候莱斯特城，曼城客场对阵布莱
顿，利物浦和热刺分别做客挑战沃特福
德和纽卡斯尔。 20支球队也将就此展开
一个赛季38轮的激烈竞争。

英超联赛创立于1992年2月20日 ，
是英格兰联赛系统的最高等级联赛 ，
其前身是英格兰足球甲级联赛。 1992
至1993赛季至今， 英超联赛已经历25
个赛季， 25个冠军中， 13个被 “红魔”
曼联收入囊中， 其中包括两次三连冠
（1998至2001年、 2006至2009年）； 5个
属于 “蓝军” 切尔西； 3个被温格执教
的 “兵工厂” 阿森纳夺取； 2个由曼城
队拿到； 布莱克本和莱斯特城各赢下1
个冠军头衔。

由此可见， 25个冠军中 ， 有23个
被目前的联赛豪门球队包揽， 只有两
次旁落给 “平民” 球队。 新赛季， 究
竟是几大豪门继续垄断冠军， 还是有
其他黑马上演两个赛季前的莱斯特奇
迹呢？ 先让我们逐一看看豪门球队的
状况吧。

切尔西： 实力有所削弱

作为上赛季冠军得主， 孔蒂执教
的切尔西无疑是夺冠的最大热门。 不
过 ， 相比于上赛季的冠军阵容来说 ，
“蓝军” 在中锋、 后腰和中卫这条中轴
线上有了人员调整， 整体来看实力有
所削弱。

莫拉塔的到来对于切尔西球迷来
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同样拥有强壮身
体和禁区内杀伤力的西班牙射手将弥
补他的老乡迭戈·科斯塔离去后的空

白。 而买来即将年满23岁的年轻后腰
巴卡约科替代加盟曼联的马蒂奇， 签
下鲁迪格接替离队的特里， 则还需要
比赛去检验这两笔交易是否对 “蓝军”
利大于弊。

在孔蒂的3中卫体系中， 两个边翼
仍要倚重马科斯·阿隆索和摩西的速
度， 但夏季转会窗切尔西却没在边路
进行引援 。 一旦主力球员遭遇伤病 ，
加上板凳深度不足， 将给他们未来与
其他5支豪门球队竞争时埋下隐患。

曼联： 锋无力难题得解

切尔西的阵容缺陷将给今夏补强
阵容的“红魔”带来机会。 在清洗了伊布
拉希莫维奇、 鲁尼和贾努扎伊3名前场
球员后，穆里尼奥力主引进了锋线“小
魔兽”卢卡库、防守高塔马蒂奇和瑞典
中卫林德洛夫，实力有增无减。

上赛季， 曼联的攻击力和中前场
的创造力一直是球队取胜的阻碍， 而
卢卡库的到来有望改变 “红魔” 的锋
无力难题。 至少从今夏的热身赛上来
看， 卢卡库应该可以担负起伊布离队
后的摧城拔寨的重任。 如果博格巴依
然保持上赛季的强势， 而马蒂奇也能
很快融入魔力鸟的体系， 两名身高在
1.90米以上的球员组成的中场屏障必将
让全英超的攻击手们感到头疼。

曼城： 中后场换血待疗效

瓜迪奥拉执教的曼城应该是纸面
实力仅次于 “红蓝” 双雄的球队。 在
把上赛季发挥欠佳的卡巴莱罗、 克里
希、 纳瓦斯、 萨尼亚、 萨巴莱塔、 诺
利托 、 科拉罗夫等一干老臣卖掉后 ，
瓜帅引进了埃德森、 贝纳多·席尔瓦、
达尼洛、 门迪和沃克。

从个人实力来看， 巴西门将埃德

森水平高于卡巴莱罗， 甚至比主力门
将布拉沃也不差， 这从热身赛上已能
看出端倪。 而同样贵为巴西国脚的达
尼洛， 和另外两名后防大将门迪、 沃
克， 显然比克里希、 萨尼亚、 科拉罗
夫和萨巴莱塔更年轻更有冲击力。

引援集中在中后场， 说明瓜帅对
于阿圭罗、 大卫·席尔瓦、 德布劳内和
斯特林等人组成的进攻体系是满意的，
而一旦防守效率提高， 新赛季他们完
全有能力与切尔西、 曼联一较高下。

热刺： 阵容完整以静制动

上赛季亚军热刺的阵容上没有太
大缺陷， 由于主力阵容保持完整， 他
们今夏都没有急于引入新援。 哈里·凯
恩、 阿里、 孙兴民和埃里克森等人组
成的攻击群， 已在上赛季让英超各队
感到无解。 加上戴尔、 阿尔德韦雷尔
德 、 特里皮尔和英格兰U20主力后卫
沃克·皮特斯等实力派球员， 下赛季波
切蒂诺的球队仍会是联赛前三名的有
力争夺者。

利物浦： 攻强守弱或埋雷

“红军” 则将继续延续攻强守弱的
状态。 巴西进攻二人组菲尔米诺和库
蒂尼奥个人能力出众， 加上马内、 萨
拉赫两匹快马， 以及埃姆雷·詹、 拉拉
纳等中场组织者， 球迷将继续欣赏到
德国主帅克洛普带来的激情足球。

但本赛季若想染指冠军， 利物浦
必须增强后防实力。 洛夫伦和马蒂普
的中卫组合配合默契， 只有克拉万和
戈麦斯两个替补显然不够。 若能做到
攻守平衡， 利物浦的表现值得期待。

阿森纳： 最强之人未在阵中

相对来说，温格教授的阿森纳已经

沦为处境最尴尬的豪门球队。 队内3名
核心球员厄齐尔、 桑切斯和张伯伦都
心生去意， 其中以一心想竞逐冠军奖
杯的智利射手桑切斯为甚。 3人的合同
仅剩一年， 且均拒绝续约， 一旦3人先
后离开， 阿森纳将瞬间失去豪门光环。

今夏， 球队引进了法国锋霸拉卡
泽特和波黑边后卫科拉希纳茨， 但枪
迷们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和同城死敌
切尔西相比， “枪手” 已经没有太多
竞争优势。 或许新赛季不用分心欧冠，
将成为他们竞争联赛好成绩的唯一
优势。

6大豪门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太
妃糖”埃弗顿和升班马哈德斯菲尔德。

埃弗顿： 用钱烧出一片天地

在今夏斥资9600万英镑， 已完成7
笔引援的埃弗顿， 是目前最烧钱的英
超球队。 鲁尼的回归， 门将皮克福德、
后卫迈克尔·基尼、 中场克拉森和尼日
利亚 20岁妖锋昂耶库鲁的加盟都让
“太妃糖” 的阵容厚度得到充分提升。

大量新援加盟，相信埃弗顿将在新
赛季前几轮中度过一段磨合期，一旦球
员默契度上升，阵容逐渐稳定，他们绝
对具备把6大豪门拉下马的实力。

哈德斯菲尔德： 金主撑腰志向高

上赛季与纽卡斯尔、 布莱顿一同
从英甲升入英超的哈德斯菲尔德， 今
夏与 “OPE SPORTS” 这家线上娱乐
公司牵手。 有了金主撑腰， 他们接连
签下富勒姆边后卫斯科特·马罗内、 贝
宁前锋斯蒂夫·默尼耶、 澳大利亚中场
阿朗·穆伊等实力强援， 并与汤米·史
密斯、 乔纳森·霍格和拉吉夫·范拉帕
拉等球队主力续约。 新赛季， 大卫·瓦
格纳的球队目标不仅是保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