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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风平浪静， 越是说明在未来
的几天之内很可能会有大动作出现 。
皇马和巴萨截止到西甲开赛， 都还没
有大手笔引援， 这不符合两家俱乐部
以往的作风。 尤其是在送走内马尔之
后 ， 手握2.2亿欧元的加泰罗尼亚球
队， 势必要在转会市场上寻找一个能
够替代巴西小天王的人物， 以便在新
赛季和皇马一较高下。 巴尔韦德也是
人们关注的一大看点， 作为克鲁伊夫
的门徒。 这名执教毕尔巴鄂竞技多年
的教头是巴萨高层力求恢复昔日 tiki-
taka足球风格的合格领路人 。 毕竟过
去几年在恩里克的带领下， 实用主义
盛行， 虽然也拿到了2015年欧冠冠军
奖杯， 但终究被认为与球队气质不符，
内马尔的离开导致MSN组合解体， 从

侧面也能够加快改革的继
续。 唯一的问题是， 巴尔

韦德缺乏执教
顶级豪门的经

验， 他能否驾驭这支身价不菲的球队，
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皇马同样有 “大出血”， J罗加盟
拜仁慕尼黑渴望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
但目前来讲 “银河战舰” 还没有引入
与其同等级别的球星来增加板凳厚度，
也许齐达内认为欧洲冠军手中已经有
了足够的人手， 不需要在攻击型中场
位置浪费钞票。 皇马的一大优势是年
龄结构合理， 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将
如塞尔吉奥·拉莫斯、 C罗， 还是克罗
斯 、 卡塞米罗 ， 更有不少超级新星 ，
如在夏天的欧青赛上大放异彩的阿森
西奥， 他们令这支球队的战斗力更加
可怕。 伊斯科决定留队以及阿森西奥
的横空出世， 都给了法国人更多的选
择 。 通过与曼联的这场欧洲超级杯 ，
我们可以看出， 皇马依然保持了过去
几个赛季的超强统治力。 现阶段的欧
洲， 依然只有巴萨和拜仁可以算得上
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新赛季的目标就
是争取西甲和欧冠的连冠。

“银河战舰”锁死奖杯 西蒙尼欲做“破壁者”

说到新赛季的西甲联赛， 可谓是看点颇多。 皇家马德里与巴塞罗那这对 “世仇” 的恩恩怨怨是永
恒的话题。 他们将会在西甲和欧冠两条战线上大展神威， 一较高下。 而作为挑战者的马德里竞技、 塞
维利亚、 比利亚雷亚尔等队依然稳居第一集团身后， 也许在世界杯之前的这个赛季， 他们也有着夺得
联赛冠军的可能， 毕竟2014年， 马竞就终结了两大豪门对冠军的垄断。

先撇开皇马和巴萨， 我们来走近
马德里竞技， 走近西蒙尼。

马竞作为最近4年以来， 西甲两大
豪门之外综合实力最强， 最具备竞争
力， 成绩最好的球队， 无论在战术打
法还是球队气质上， 在西甲联赛都是
一股清流， 而 “床单军团” 能够有如
此成就不得不感谢教父西蒙尼的执教
有方。 整整4个赛季以前， 他带领球队
自1996年之后再次夺得西甲联赛冠军，
之后的几个赛季， 始终没有跌出第一
集团， 而且能够在欧冠4强中占据一席
之地 。 相比投入巨大的皇马 、 巴萨 ，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西蒙尼不
是神， 他知道这支球队正在经历最困
难的一段时间。 当一个人屡次攀登高
峰失败之后， 意志力难免会消磨殆尽，

最终以失败告终。 欧冠奖杯是西蒙尼
的梦想， 这座阿根廷人在球员时代从
未染指的奖杯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
马竞全队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但过
去几年中， 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 然
而， 阿根廷人没有选择放弃。

上赛季的马竞可以说收获了近几
年最差的联赛成绩。 毫无疑问这支球
队已经到了瓶颈期， 他们需要新鲜的
血液来对球队进行刺激。 可惜的是由
于国际足联的禁令， 他们直到2018年
冬季窗口打开之前， 都不许进行任何
球员引进， 这对一支志在冲击联赛冠
军的球队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但西
蒙尼没有缴械投降， 他既然选择留下，
自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首先， 球
队留下了当家球星格列兹曼。 法国人
本打算在今年夏天加盟曼联， 但看到
球队如此困难， 他选择留下来， 这令
全队都信心大增。 另外， 在夏天的欧

青赛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火力全开的
萨乌尔。 这名在上赛季对阵拜仁的欧
冠比赛中有着惊艳表现的年轻人在新
赛季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迭戈·科
斯塔也有可能回归， 但他要等到下半
赛季才能出场了。 而且他们已经谈妥
了比托洛 ， 只待冬季转会窗口开启 ，
便可以自由身来投。

事实上， 马竞的进攻方面还是有
保障的， 需要西蒙尼解决的是防守端
和中场。 虽然马竞多年以来一直都在
出售 “神锋”， 但中后场才是他们安身
立命之本。 但可竞技体育的规律难以
违背， 戈丁、 加比等核心球员的老化
令马竞的 “疯狗战术” 失去了过往的
威力。 在没有补强的情况下， 西蒙尼
必须依赖现有的人员进行调整， 否则
将会万劫不复。 总而言之， 新赛季将
是西蒙尼再一次挑战宿命的时刻， 祝
他好运。

西蒙尼再次挑战宿命

双雄酝酿“大新闻”

西西 甲甲

伴随着法甲、 英超业已吹响的冲锋号角， 欧罗巴
大陆战火再次点燃。 本周末， 2017-2018赛季欧洲五
大联赛 “封印” 将全部解除， 届时德甲、 西甲、 意甲

全面开战， 继续为广大球迷带来最为纯粹的足球享受。 在新赛季
中， 西甲的巴萨与皇马将延续 “世仇恩怨”； 意甲中尤文 “航母”
也将继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而觊觎 “王位” 已久的各路诸侯也
在暗流涌动， 对冠军奖杯的渴求也将让他们对霸主发起一次又一
次的冲击。 新赛季的两大联赛是豪门继续一统天下， 还是城头变
幻大王旗？ 答案， 将从本周徐徐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