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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 曼联

VS

巴黎圣日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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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凌晨 4 点， 欧冠淘汰赛终

于要开始了， 曼联将首先在主场迎

战巴黎圣日耳曼， 他们希望通过两

回合较量来淘汰对手， 以 8 强席位

来证明自己。

赛季之初， 红魔曼联一度沦为

笑柄， 但正如目前他们所宣称的那

样，现在无人敢笑话曼联。 刚与球队

续约的菲儿·琼斯表示，“现在每个

人都会认真看待我们了。 赛季刚开

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点成为了别

人的笑柄，但现在肯定不会了。 我们

在进步，仍然在进步。 这对每个参与

者来说都很难， 包括俱乐部内部的

人，球迷，每个人。 但关键是要变得

更加强大，并且坚持到底。 我曾经说

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我们没有抱有幻想， 但我们正朝着

正确的方向前进。 ”

两个月前， 曼联还正处动荡之

中， 时任球队主教练的穆里尼奥和

球员博格巴接连传出负面消息，球

队战绩也是久居下游。 那时欧冠淘

汰赛的抽签结果出来， 曼联 VS 巴

黎，每个人都感觉巴黎太幸运啦，碰

上这种状态的曼联， 晋级的机会非

常大。 但是时来运转，自穆里尼奥下

课，索尔斯科亚接任执教以来，曼联

就像换了一支球队一样，连续 11 场

比赛他们还未尝一败。

相反， 巴黎圣日耳曼频频出现

重要球员的伤病， 他们反而有可能

变成专为曼联而设的“大礼包”。 如

今内马尔、维拉蒂、莫尼耶伤缺，卡

瓦尼情况不明，姆巴佩也有点小伤，

大巴黎可谓是麻烦不断。

不过索尔斯克亚目前依然保持

着足够的清醒， 毕竟大巴黎的纸面

实力依然强于曼联。 索帅说：“当抽

签完成时， 他们就已经是热门球队

了。 直到我们和巴黎比赛时，你都可

以说我们仍然处于劣势， 但现在我

们觉得自己可以击败任何人。 ”

“我当时想’哇，这对曼联是多

么大的挑战啊’， 然后过了几天，我

成为了曼联主帅，这突然变成了对我

的挑战。 这将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球迷

们将为之感到兴奋，这对巴黎来说也会

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他们来过英格

兰，但还没来过老特拉福德。 ”

巴黎球星内马尔将因伤缺席与

曼联的比赛， 索帅对此也表示了遗

憾：“不幸的是内马尔不能上场，当

你和最好的球队进行比赛的时候，

你也会想要和他们最好的球员去对

抗，球迷希望看到最好的球员。 ”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救火队长索尔斯克亚正带领曼

联走在正确的路上， 他接手球队以

来，曼联还没有输过，而且从看起来

十分遥远的距离上加速追赶并重回

欧冠区，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欣慰。

据英国媒体《太阳报》报道，索

尔斯克亚即将被任命为曼联的正式

主帅。

这篇报道透露， 让索尔斯克亚

转正的决定是曼联董事会方面做出

的， 但是这个决定可能要到赛季末

才会正式宣布。 曼联对外还是坚持

他们仍在寻找穆里尼奥的正式接班

人，但俱乐部的联合主席乔尔·格雷

泽和阿夫拉姆·格雷泽现在已经确

信索帅就是他们正确的人选。

此外，《太阳报》还表示，这个消

息将结束关于热刺主帅波切蒂诺会

加盟老特拉福德的猜测。 在索尔斯

克亚带队成绩出色的情况下， 曼联

的计划已经发生了改变。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上个月

末遭遇了客场 0:4 惨败的厄运之后，切

尔西昨天在英超联赛再次爆出“大丑

闻”，客场 0:6 惨败于曼城，积分榜上已

经掉到了第 6 位。

实际上，曼城在开场后的前 25 分钟

时间， 就打爆了切尔西。 比赛刚开始 4

分钟，无人防守的斯特林在禁区左侧抽

射得手。 4 分钟后，阿圭罗近距离面对空

门机会却将球踢偏，主教练瓜迪奥拉甚

至懊恼地跪在了地上。

但是，第 13 分钟阿圭罗就用一记禁

区外的世界波扩大了领先优势。 而在第

19 分钟，巴克利大脑“短路”头球乌龙助

攻，阿圭罗禁区中路抢射再进一球。 到

了第 25 分钟， 吕迪格禁区内的解围又

出现失误，京多安禁区外一脚远射将球

送放入了球门右下角。

虽然上半场的比分定格在 4:0，但下

半场开始后曼城依然没有放下“屠刀”。

第 56 分钟，斯特林赢得点球，阿圭罗主

罚将比分扩大为 5:0。而到了第 80 分钟，

斯特林又将场上比分改写为 6:0。

这也是切尔西在英超历史上遭遇

的最大分差惨败，比赛结束后，遭遇了

奇耻大辱而心态崩盘的切尔西主帅萨

里，甚至没有和瓜迪奥拉握手。

这个巨大的比分，不仅让曼城在多

赛一场的情况下继续排在榜首，还间接

帮助了同城对手曼联重返英超前四。

在本场比赛之前，切尔西在客场面

对“big6”中其他 5 个对手时，已经连续 6

场没能获胜，如今，切尔西将客场对阵

“big6”连续不胜纪录扩大到 7场。 在这 7

场客场比赛中，切尔西 2平 5负，战绩惨淡，

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强对话“客场虫”。

曼城 6:0 狂胜切尔西，顺利拿到

3 分的同时，也让英超争冠和争四的

格局发生了变化。目前，曼城、利物浦

和热刺仍然处在争冠的行列之中，在

本场比赛结束后，多赛一场的曼城不

但在积分上追平利物浦，更是将净胜

球优势进一步扩大。

而曼城大胜切尔西，对英超争四

的形势影响更大。 本场之前，曼联虽

然反超切尔西来到第 4，但多赛一场

的红魔并没有完全坐稳这个位置。本

场之后， 切尔西不但没能拿到积分，

净胜球更是缩减为 16 球， 甚至被阿

森纳反超，掉落至第 6。

如今，曼联、阿森纳、切尔西 3 强

争 4 的格局已经落实，曼联更是以 9

场英超 8 胜 1 平的势头强势逆转来

到第四位。 此前阿森纳表现低迷，切

尔西又起伏不定，如今曼城一记重拳

击倒切尔西，可以说是亲手帮曼联坐

稳了前 4 位置。

不过，曼联很快就能迎来对曼城

“礼尚往来”的机会。 下一轮英超，曼

联将在主场迎战曼城的争冠对手利

物浦，巨大的争四压力也会逼出曼联

最佳状态， 一旦红魔能阻挡利物浦，

曼城就有机会趁机获得争冠主动权。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大战在即，

先收下曼城大礼

切尔西客场 0:6惨败，被曼联挤出前四

“我帮你坐稳前四，你帮我挡利物浦”

索尔斯克亚有望被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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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场赛事，不仅会影响索尔斯克亚未来的曼联生涯，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曼联、曼城、利物浦剩余赛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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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

曼联要证明自己

欧冠重燃战火，红魔主场迎战大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