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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3日凌晨， 一场欧
冠1/8决赛次回合较量在伊蒂哈
德球场进行 ， 主队曼城7 ∶0狂胜
德甲劲旅沙尔克04， 进而以两回
合总比分10∶2轻松晋级。 瓜迪奥
拉治下的英超领头羊本赛季十度
完成5球以上大胜， 成为名副其
实的 “惨案制造机”。 在曼城华
丽进攻的背后， 潜藏着主帅瓜迪
奥拉高深的足球哲学。

经历了联赛中段4战3负的短
暂迷失， 进入2019年， 曼城至今
取得17胜1负的骄人战绩。 凭借
奇佳状态， 曼城不仅将失去的英
超榜首之位重新从利物浦手中夺
回， 还频频在比赛中以压倒性优
势取胜， 尽显豪门之气。 其中，
英超第26轮6∶0血洗切尔西 、 英
联杯半决赛9∶0狂屠英甲队伯顿，
以及此役欧冠焦点战七球大胜沙
尔克04， 正是球队强势前行的最
佳证明。

曾几何时， 曼城在英超联赛
长期处于尴尬位置， 这与他们的
同城对头曼联不无关系。 曼联与
曼城分别成立于 1878年与 1880
年， 而在俱乐部诞生后的139年
间， 曼城大多数时候都在曼市德
比中扮演失败者的角色。 正因战
绩与历史荣誉稍逊一筹， 曼城并
不是曼彻斯特最受欢迎的球队。
放眼英超赛场， 想要取得更多认
同 ， 曼城同样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 甚至交出昂贵代价。

如果说， 常年处于巅峰期的
曼联， 需要将功劳归于两位名宿
马特·巴斯比与亚历克斯·弗格
森， 那么相较之下， 曼城近年来
战绩攀升， 终迎出头之日， 则由
来自中东的阿布扎比财团一手导
演 。 自2008年夏天财团入主以
来， 曼城频频以打破英超转会费
纪录的价格收购从球员市场采购
巨星。 而投入力度骤增， 也在球

队身上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010年， 曼城一扫连续35年

无冠、 42年未踏足欧冠赛场的阴
霾， 以决绝姿态强势崛起。 随着
一众新鲜血液引入队内， 他们最
近8个赛季从未跌出欧冠区， 其
中三度问鼎英超冠军奖杯。 2016
年 ， 瓜迪奥拉首度执掌曼城教
鞭， 他的到来让当时处在下滑期
的球队重新找到了主心骨。 时至
今日， 瓜帅不仅兑现了球迷的期
望， 率领曼城再添一冠， 还将一
套极具个人特色的战术思想根植
在球队之中。

国际足坛中， 瓜迪奥拉声名
显赫、 战功绰绰。 球员时代担任
巴萨场上 “大脑” 的他， 早在退
役之前便勾勒出了未来的执教蓝
图 。 而在巴萨竞技队历练一年
后， 他正式接管巴萨， 并在带队
第一年连获西班牙国王杯、 西甲
联赛与欧冠冠军， 创造了21世纪
首个三冠王伟业。 此后， 那支巴
萨所向披靡 ， 又在西班牙超级
杯、 欧洲超级杯、 世俱杯再添三
冠， 至此， 第一年在欧洲顶级联
赛挂帅的瓜迪奥拉创造了足坛迄
今唯一的六冠王纪录。

随后， 瓜迪奥拉又辗转拜仁
慕尼黑， 并于2016年空降曼城 。
据英媒透露， 双方当时达成的合
作协议中， 瓜帅的年薪高达1500

万英镑。 曼城也在聘任新帅的官
方声明中表态， “早在2012年 ，
曼城就曾接触过瓜迪奥拉。” 这
份求贤若渴的坚持， 或许是最终
打动瓜迪奥拉的内在原因 。 目
前 ， 瓜迪奥拉已与曼城续约至
2021年， 而他对球队的影响也内
化到了球队体系中。

赛季至今， 除了以18粒入球
雄踞英超射手榜头名的锋线尖刀
阿圭罗， 曼城还有多达7人打入5
球以上。 与此同时， 球队还以52
次助攻毫无争议地占据球队助攻
榜第一的位置。 事实上， 曼城在
与传球相关的一切技术统计上，
都在英超遥遥领先 。 当机会来
临， 你永远无法判断曼城球员会
在自己进攻与分球队友之间做出
何种决定。

曼城正在贯彻的分享球打
法， 正是瓜迪奥拉足球理念中的
精髓所在。 传控至上的球队有很
多， 但瓜迪奥拉的球队把传控战
术演绎到了极致。 机会面前人人
平等， 球员无论身价、 位置与角
色， 都要在合适的时机做出合理
的判断。 这样一支由无私的巨星
们组成的豪门球队， 在群雄逐鹿
的英超赛场形成的统治力， 就像
他们用高位逼抢和传导球给对手
造成的压力一样， 持久而坚韧。

(王思硕)

瓜式足球缘何如此“杀人”

新华社电 欧洲冠军联赛16
强第二回合北京时间昨日凌晨再
战两场 ， 克·罗纳尔多 （C罗 ）
上演帽子戏法， 带领尤文图斯以
3∶0击败马德里竞技 ， 斑马军团
以 3 ∶2的总比分逆转对 手 晋 级
八强。 赛后C罗谈到自己的表现
时 说 ， 这 就 是 尤 文 签 下 自 己
的原因。

首回合在马竞主场以0 ∶2失
利的尤文图斯背水一战，开场4分
钟， 尤文后卫基耶利尼在一片混
战后左脚破门， 但主裁判在咨询
视频助理裁判后认定， 进球前C
罗冲撞马竞门将奥布拉克， 判进
球无效。

由于今年的欧冠决赛在马竞
主场进行， 马竞主帅西蒙尼自然
想利用这个机会首次捧起奖杯，
但在皇马时代就是马竞克星的C
罗再次将他们的梦想碾得粉碎。

第27分钟， 贝尔纳代斯基左
路横传， C罗右路冲到门前将球
顶入大门。 下半场刚开始3分钟，
C罗小禁区前沿在两人夹击下头
球攻门 ， 奥布拉克飞身将球捞
出， 但门线技术认定球已经越过
球门线 ， 总比分2 ∶2， 两队重新
回到起点。

尤文替补上场的基恩错过一
次单刀机会将球打偏之后， 比赛
似乎即将进入加时。 然而第86分
钟， 贝尔纳代斯基带球突入禁区
被科雷亚从后面推倒， 尤文获得
点球，C罗主罚将球打入左下角！
尤文最终绝杀马竞。 这是尤文图
斯历史上首次战胜马竞， 此前的

交锋中尤文从未得胜， 也从未有
进球。

在英国电视台担任评论员的
前曼联队长费迪南德感叹： “罗
纳 尔 多 （ C 罗 ） 就 是 活 着 的
‘神’， 他做的这一切让其他所有
人显得 ‘滑稽’。”

去年夏天 ， C罗以1亿欧元
从皇家马德里转会尤文图斯， 他
一步步用实际行动征服了亚平宁
半岛。

C罗说：“尤文图斯之所以签
下我， 就是希望我能在这样的比
赛中有所帮助。 马竞是一个强劲
的对手，但我们也很强大，并用实
际行动证明理应晋级。 ”

“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不仅
仅因为我的进球， 也因为球队所
展现出来的态度。 在欧冠比赛中
你需要这样的意志力， 现在我们
在正确的道路上。 ”C罗说。

力挽狂澜之后， C罗被问到
了决赛的问题。 他说： “现在谈
决赛还太早， 我们需要一步步走
下去。”

C罗在欧冠中已经8次上演
帽子戏法， 他在欧冠比赛中的进
球总数达到了124个，超过马竞全
队在欧冠中的进球总数（118个）。
更让马竞心痛的是 ，C罗对阵马
竞33场，攻入25球。

数据显示， 尤文本场比赛占
据绝对优势，控球率高达62%，射
门次数16次， 其中4次射正球门，
马竞只有5次射门， 无一次射正，
这也是马竞过去11年来首次在欧
冠比赛中无一次射正球门。

卡帅择其一或更好
身兼国足、 恒大双教练？

在联赛前两轮战罢之后， 中超就
迎来了本赛季的首个间歇期。 而接下
来由卡纳瓦罗挂帅的中国男足所参加
的第三届 “中国杯” 的比赛， 无疑也
就成为了最令国内球迷关注的赛事 。
作为与银狐战术理念一脉相承的主教
练， 卡纳瓦罗接过国足教鞭自然有着
他独到的优势， 不过相应的他能否在
这个新位置上真正取得成功， 显然需
要面对和克服的困难也有很多很多。

从里皮在国足被伊朗队从亚洲杯
淘汰出局之后开始， 谁将成为中国男
足全新世界杯备战周期的领航者就成
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里皮嫡传
弟子的卡纳瓦罗无疑是呼声最高的 ，
曾在广州恒大以及天津天海的前身天
津权健都有过执教经历的意大利少
帅， 显然对于中超球员有着足够的了
解， 这会让他在挑选国足集训名单时
更加具有说服力。 当然最为主要的还
是他的执教理念和恩师里皮一脉相
承， 卡纳瓦罗若接手国足自然可以最
大限度免去球队的适应过程， 而且卡
帅在培养和提拔年轻球员方面有着良
好的口碑， 这恰好满足了中国足协推
行国家队更新换代的初衷。

此外， 里皮作为卡纳瓦罗上任之
后的文胆智囊， 无论是大的执教方向
还是面对一些小的细节问题时都能够
给卡帅很重要的建议。 比如接下来马
上就要开始的 “中国杯” 就将是师徒
二人的首次合作， 而卡纳瓦罗此番带
领国足的表现也可能将决定着他在国
家队的未来。

就算卡纳瓦罗带队在 “中国杯 ”
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或许也未必就意味
着他肯定无缘国足帅位， 目前以中国
男足的实际情况来说， 短时间内其实
也很难找到比卡纳瓦罗更为合适的
人选。

虽说卡纳瓦罗确实有着他明显的
执教优势， 从某种角度上讲或许也符
合中国足协在选帅问题上的某些诉
求。 但这并不代表卡纳瓦罗挂帅国足
就一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因为他作
为广州恒大主教练的这个身份难免会
令中超联赛再次因此引发诸多争议性
的话题。

一旦作为俱乐部的主教练又兼任
国家队主帅一职， 广州恒大是否会因
此受益， 进而间接影响其他中超俱乐
部的利益就成为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

话题。 与此同时卡纳瓦罗的集训名单
制定也很容易会因为所谓的争冠形势
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如何保证国家队
利益和俱乐部利益互不影响， 这对于
中国足协来说可能是选择卡纳瓦罗之
后所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而从卡纳瓦罗的实际情况出发 ，
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兼
顾俱乐部和国家队本身就要打上一个
问号。 可以说无论是广州恒大还是中
国男足都对于成绩有着非常明确的诉
求， 而无论是想完成哪项任务都注定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以卡纳瓦罗目前的能力情况
看， 对于他能否完成好这两项任务并
不应该抱有足够大的期待值， 反而如
果强行兼顾甚至很有可能竹篮打水一
场空。 而对此无论是中国足协、广州恒
大足球俱乐部还是卡纳瓦罗本人都必
须先要认真思考清楚再去做出决定 。
为此当卡纳瓦罗正式执掌国家队教鞭
之后， 广州恒大其实并不排除做出换
帅决定的可能性， 毕竟卡帅对于恒大
而言并非不可替代， 而卡纳瓦罗择其
一或许远比兼而有之对他来说更好。

（文龙）

欧冠三球挽救尤文

CC罗罗：：
这这就就是是尤尤文文
签签下下我我的的原原因因！！

“惨案制造机”当属曼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