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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引进

斯洛伐克国脚中场，31岁的哈姆西克

之后，大连一方又有大手笔引援。 据加

纳媒体报道，埃曼努埃尔·博阿滕已与

莱万特的队友道别， 并将正式加盟大

连一方

（ 签约

3

年，年薪为

100

万欧元）

。

现年22岁的博阿滕， 是加纳新近

涌现的强力中锋，2017年夏天，其以290

万欧元的转会费， 从葡超莫雷拉人加

盟莱万特。 虽然进球效率不算高，但在

某些场次中， 他还是给外界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上赛季，莱万特以5：4战胜

巴萨，终结了后者的不败纪录，在那场

比赛中，博阿滕尽显英雄本色，一共打

进3粒进球。

上周末， 大连一方就博阿滕的转

会与莱万特达成一致

（

1100

万欧元的

基本款

+300

万欧元浮动款项，另有

25%

的二次转会分成）

。 在得到俱乐部的允

许后， 博阿滕没有参加与阿拉维斯的

联赛，而是直接赶往马德里参加体检。

原以为， 这笔转会会在本周一或者是

本周二官宣， 可莱万特拒绝了大连一

方的新提议

（ 先租后买） 。

在莱万特主席基科·卡塔兰的要

求下， 博阿滕立马赶回莱万特恢复训

练。 所幸，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一次性付

款的协议，大连一方为此付出2200万欧

元

（ 含

100%

引援调节费

） 得到了博阿

滕。

昨天， 博阿滕现身莱万特的训练

基地，在经纪人的陪同下，与自己的队

友一一拥抱作别。 随后，博阿滕接受了

加纳媒体的采访。 上周末，莱万特确认

将博阿滕卖给大连， 虽然还没有官方

宣布，但加纳媒体透露交易已经完成，

随后球员就要飞往中国与大连一方会

合。 因为位置与博阿滕重叠，且刚刚接

受了大手术， 津巴布韦前锋穆谢奎很

可能遭到大连一方的弃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虽然

在上周中的欧联杯客场 2:1 战胜马尔

默，切尔西主教练萨里暂时解除了危

机，但英国媒体最新报道显示，俱乐

部的大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

上一轮英超联赛切尔西 0:6 惨败

给曼城，让萨里下课的呼声高涨。 英

国媒体《邮报》引述切尔西内部人士

消息，接下来切尔西将在足总杯迎战

曼联、联赛杯迎战曼城，如果这两场

比赛中无法至少赢得一场，那么萨里

可能会被俱乐部解雇。

更糟糕的是，在俱乐部成绩大滑

坡的时刻，老板阿布却似乎显得漠不

关心。阿布在去年签证续签申请被拒

绝后，本赛季从未到过伦敦观看切尔

西的比赛，连萨里近期也承认，自己

过去三周没有收到过来自阿布的任

何消息和指令。

由于目前俄罗斯富商在英国的

商业行动多有不便，阿布拉莫维奇有

意将个人在英国的所有投资变现，其

中就包括出让切尔西俱乐部。他早前

为切尔西定价 30 亿英镑， 捷克富豪

凯尔纳则对此很有兴趣。虽然切尔西

否认了出售俱乐部的传闻，但可以看

出阿布对足球的关注度正在明显下

降，他也不愿像过去那样花费重金引

援和其他英超豪门竞争。

目前切尔西头号球星阿扎尔的

续约迟迟没有进展，他甚至公开表达

了对皇马的好感。奥多伊被视为切尔

西青训目前最优秀的年轻球员，但他

同样想要离开球队加盟拜仁。 大卫·

路易斯本赛季成为切尔西的绝对主

力， 但俱乐部却要求他降薪续约，导

致球员情绪低落。 此外，切尔西功勋

队长卡希尔在萨里执教下几乎没有

出场机会，这让全队感到不安。

在阿布彻底成为甩手掌柜后，切

尔西俱乐部的事务更多由 CEO 格拉

诺夫斯卡娅决定，去年夏天也是她力

主邀请萨里执教。 可现在萨里在切尔

西的帅位摇摇欲坠，球队在连续三个

客场输给了阿森纳、伯恩茅斯、曼城

后，球员对萨里失去了信心。

萨里在 2017 年曾说过一句名

言，“教练就像是鱼，过了一段时间就

开始发臭了。 ”如果接下来切尔西的

成绩依然没有好转，失去阿布关注和

球员信任的萨里恐怕真的要帅位不

保。 而在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切尔西

的战绩也有可能发生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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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晨

在意甲面对降级区里的弗洛西诺内，

尤文图斯大开杀戒，“老妇人”带着 3:

0 的比分继续巩固意甲榜首，同时希

望用这种好状态来迎接下周中的欧

冠 16 强比赛。 昨天的主角毫不意外

地又是 C 罗，他再一次传射建功，这

是他职业生涯第 2 次连续 3 轮联赛

传射建功。

很多人赛前都希望 C 罗可以轮

休，毕竟下周中就是和马竞的欧冠关

键战了。 联赛领先 11 分，主场作战，

对手又比较弱，完全可以让 C 罗休息

一下。 葡萄牙巨星已经 34 岁，更应该

留力备战欧冠。 可是结果 C 罗照常

出战，而且高度活跃，63 分钟锁定胜

局之后才被阿莱格里换下。

本赛季至今，除了打伯尔尼年轻

人时因为红牌停赛，C 罗没有错过尤

文图斯的任何一场比赛。如果不算对

阵瓦伦西亚的红牌，C 罗被提前换下

的场次只有 4 次。本赛季各项赛事他

的出场时间达到了 2656 分钟， 高居

队内榜首。以前桑德罗、博努奇、皮亚

尼奇、马图伊迪这些“铁人”的出场总

时长， 在 C 罗面前只能算是低水平

数据。

在一月份，尤文的头号劳模 C 罗

似乎感染了假期综合症，他一度长时

间无法取得阵地战破门。 不过在最近

一段时间内，C 罗状态有了明显的提

升。 在最近 3 轮联赛中，C 罗打进 4

球助攻 3 次，制造了全队 9 个进球中

的 7 个。

在进攻数据上，C 罗打进 19 球，

并以 3 球优势领先于萨帕塔领跑意

甲射手榜；助攻 8 次，与苏索并列意

甲第一。 34 岁的 C 罗，在这两项数据

统计上都是意甲第一，难怪有球迷感

叹，只要 C 罗梅西不退役，就没有人

能超过他们。

投资人失去兴趣，切尔西麻烦不小

尤文主场大胜

最抢镜的永远只能是C罗

大连一方大手笔吃进西甲前锋

阿布如今已无法前往球队作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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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阿滕亲口向媒体承认将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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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岁的

C

罗依然是棒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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