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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萨与里昂未能打出
大比分， 是因为巴萨的状态不佳
和里昂的实力使然， 那么拜仁能
从 安 菲 尔 德 全 身 而 退 靠 的 就
是众志成城。 胡梅尔斯和哈维·
马丁内斯丰富的防守经验， 以及
格纳布里、 科曼等进攻球员的积
极回防， 扛住了利物浦三叉戟的
轮番冲击。 面对利物浦强悍的火
力 ， 科 瓦 奇 选 择 相 对 保 守 的
防守策略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0∶0的结果对他们而言 ， 完全可
以接受。

红军在首回合比赛中的高压
逼抢令人印象深刻， 在纳比·凯

塔的出色表现下， 球队很好地掌
控了拜仁的禁区前沿区域， 这一
战术着实给拜仁带来了不小的压
力。 但正是在小技术和临门一脚
的处理上的问题， 使得球队始终
无法杀死比赛。 同时， 萨拉赫所
遭受的严防死守以及克洛普未派
出沙奇里冲击都令红军与胜利擦
肩而过。 不过， 首回合的比赛已
经证明 “渣叔” 强调压迫与冲击
的战术是正确的。 在范·戴克回
归后， 球队的防线无疑将更加稳
固。 遗憾的是， 菲尔米诺因伤缺
阵无疑令红军的火力大打折扣，
巴西人的独特作用无人能替， 这

足够令克洛普头疼。
较巅峰期而言， 拜仁的实力

下降有目共睹， 但深厚的底蕴和
极高的战术素养仍然令他们位居
欧陆前列。 对于科瓦奇来说， 在
主场依旧采取相对稳妥的战略是
一种较为合理的打法。 拥有诺伊
尔的他们并不畏惧点球大战， 何
况人人皆知英格兰人并不擅长点
球。 问题在于， 他们能否在90分
钟内不丢球， 毕竟8场丢10球的
后防难以令人信任。

跌宕起伏、 变幻莫测， 这是
足球本身的魅力。 究竟谁能打进
八强， 让我们拭目以待。

2 ∶3， 这个比分对于大多数
球迷可谓出乎意料， 疲软了一赛
季的沙尔克04爆发出的惊人战斗
力使他们险些将对手拉下马来。
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空有
斗志是不够的， 瓜迪奥拉的球队
用一场逆转证实了这一点。 当曼
城回到主场， 特德斯科和他的球
队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沙尔克04在阻击曼城未果
后， 接连被美因茨和杜塞尔多夫
两支中游球队打爆。在主场4球完

败于杜塞尔多夫后， 特德斯科已
经处于下课的边缘， 球队距离降
级区只有4分的差距。倘若再像首
回合用全主力迎战曼城， 恐怕球
队保级都难。 无论是为了自己的
帅位还是为了球队， 特德斯科都
没有理由在客场硬拼曼城。

回到主场的蓝月亮更是如虎
添翼， 本赛季他们在伊蒂哈德球
场只输了两场比赛。 瓜帅的球队
近来状态出众， 进入2月以来球
队保持了全胜的骄人战绩， 蓝月

亮拿下对手着实不在话下。 球队
唯一要担心的是他们的伤病问
题， 球队近来接连折损了费尔南
迪尼奥、 德布劳内、 德尔夫和拉
波尔特四员大将。 既要保持双线
作战的成绩， 又要使球队尽可能
地避免伤病， 这可能才是瓜迪奥
拉的最大考验。

虽然只领先沙尔克04一球，
但手握三个客场进球， 实力上明
显 占 优 的 曼 城 还 是 拥 有 更 大
的赢面。

双方在卡尔德隆的首回合交
锋， 称得上是八分之一决赛中最
有质量的比赛， 西蒙尼出神入化
的战术调整令球队成功占得先
机。 以强硬的防守对尤文图斯
进 行 消 耗 ， 在60分钟后突然提
速将阿莱格里的球队击破， 着实
棋高一着。

但随着迭戈·科斯塔和卡利
尼奇的受伤， 对西蒙尼来说是个
考验。 在首回合较量中， 迭戈·
科斯塔在比赛中很好地扮演了支
点的角色， 使得球队可以更好地

与对手在中场进行缠斗。 失去了
两 位 高 中 锋 ， 意 味 着 想 再 打
尤 文 一个措手不及几乎没有可
能。 因此， 要在客场扩大优势，
充分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是更好的
选择。

虽然球队刚刚在客场击败了
强敌那不勒斯， 阿莱格里的球队
赢得并不好看。 球队在领先两球
的状态下， 居然让那不勒斯在下
半场完全掌控了比赛， 一场焦点
大战生生变成了半场攻防演练。
面对对手的疯狂传中， 尤文图斯

的防线摇摇欲坠， 要不是米利克
早早下场， 那不勒斯完全有可能
完成逆转。 这一点必须引起阿莱
格里的重视， 因为马竞的空袭能
力远强于那不勒斯， 如若尤文的
防线延续糟糕状态， 在主场被打
成筛子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 两球的差距也并非不
可逾越， 毕竟C罗若能在次回合
大杀四方， 球队还是有晋级的机
会 。 所谓 “狭路相逢勇者胜 ”，
更具拼劲的球队才配得上晋级的
资格。

里昂在首回合比赛中表现出
的顽强， 是超乎想象的， 但大部
分球迷都将巴萨未能取胜归咎于
苏亚雷斯等人的状态不佳。 事实
上， 里昂的出色表现才是根本原
因： 马塞洛和德纳伊尔对巴萨进
攻的破坏有目共睹， 球场的另一
头穆萨·登贝莱对巴萨的冲击是
行之有效的 ， 泰利耶更击中门
柱， 里昂能够拼下一场平局绝非

运气这么简单。
尽管如此， 巴萨近来接踵而

至的好消息令里昂晋级的前景愈
发暗淡。 阿图尔的满血归来使得
巴萨对中场拥有更强的掌控力，
在次回合的“国家德比”中球队正
是依靠阿图尔对比赛节奏的掌
握， 将皇马下半场的疯狂反扑化
为无形。因而，里昂想在次回合继
续打出足够多的反击， 实在难上

加难。不过，巴萨的主要矛盾仍然
是谁来完成最后一击。 梅西与苏
亚雷斯最近状态回暖， 三军用命
之下的里昂依然有不少的防线漏
洞，在不过分“吐饼”的情况下，巴
萨取胜的机会依然很大。

对于里昂来说， 首回合的比
赛已让他们赢得了足够的尊重，
如果能在诺坎普延续顽强的表
现，我们也乐于看到冷门的出现。

赢得了尊重， 未必赢得了比赛

高空轰炸定乾坤

曼城 沙尔克04

尤文图斯 马德里竞技

留给巴萨射手调准星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 里昂

速度与激情———传统英德大战拜仁慕尼黑 利物浦

□黄宇昊

迷雾重重，谁能杀出重围？
在本赛季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较量中， 有不少结果颇让人意外： 本以为

一边倒的对决， 两队杀得难解难分； 本以为火星撞地球的激战， 却踢成了和平球。 但当
迎来次回合的交锋， 想必每支队伍都会使出浑身解数， 在残酷的欧冠联赛中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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