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都去哪儿了？

中超BIG4投入是东亚区其他球队三倍

根据德国著名足球数据网站 《转会市

场》统计的冬季转会数据，中超在2014赛季

投入高达6797.5万欧元， 其中四支参加亚冠

的中超球队总投入就达到了3875万欧元，而

参加亚冠的四支韩国球队总投入为532万欧

元，日本四队总投入为550万欧元，而澳超三

队总投入为160万欧元，日韩澳十二支球队的

总投入加起来也不过1242万欧元， 这也就是

说，仅中超四强的投入，就是亚冠东亚区其他

球队总和的三倍还多！

投入和成绩上的巨大反差， 更让中超显

得可笑至极， 投入的零头都比日韩球队还多

的中超四强， 在八强席位上却仅是对手的

1/3， 而澳超三队投入仅为中超四强的1/42，

但他们在出线球队的数量上却和中超持平。

从性价比来说， 中超在今年毫无疑问是烧钱

烧成了冤大头， 比如深受上赛季恒大加冕亚

冠刺激的山东鲁能今年砸下了2092.5万欧元

引援，在冬季转会市场上排名世界第四，仅次

于切尔西、曼联和巴黎圣日耳曼，但他们却在

主场被仅花了180万欧元的大阪樱花所淘汰，

6战只积5分更是创造了鲁能在亚冠小组赛上

的积分最低纪录！ 韩国球队在本赛季亚冠开

始前一度被外界看低， 惨遭中超挖角的K联

赛今年的主题就是省钱， 上赛季K联赛和韩

国足协杯双冠王浦项制铁在今年转会上的支

出竟然是零！ 而全北现代今年引进的最大牌

球星金南一也是以自由身加盟的。但“一毛

不拔”的浦项制铁在亚冠中提前一轮就锁定

了小组头名，而“省吃俭用”的全北现代也在

小组赛中有过击败恒大的高光时刻。

人和：主帅宫磊下课

贵州人和队昨日宣布，宫磊不再担任球

队主教练，由朱炯接任。在前晚亚冠小组赛

最后一轮比赛中，早无出线希望的贵州人和

队以0比5惨败于对手，这也是今年亚冠中国

球队输球最多的一场比赛。

据新华社

球迷：除了伊娃，我什么都没记住

《每日镜报》调侃，足球史上，还有比切

尔西美女伊娃·卡内罗更出名的队医吗？伊娃

不仅仅是切尔西名人， 放眼欧洲足坛也是声

名远扬。 伊娃往男人堆里一站， 显得娇小可

爱。马竞VS切尔西一战，双方大打肉搏战、阴

招、损招频出，切赫、特里出现伤情，伊娃总会

冲到第一线。

上身白色切尔西球衫活力十足， 略施粉

黛，认真专注的眼神，伊娃简直是天使下凡。

无聊的比赛中，伊娃成了全世界球迷关注、欣

赏的目标。“如果伊娃给我疗伤，我受伤也愿

意！”有球迷调侃，“这场比赛能看什么？除了

伊娃，我什么都没记住。切尔西战术很高明，

除了铁桶阵之外，还打出美人计的牌，伊娃一

次次出现让马竞分心！” 就连塞尔电台等西

班牙媒体，也惊叹伊娃的个人魅力，“切尔西

的美女队医火了，社交网络上都在讨论她。”

英国球迷曾专门为伊娃写情歌

伊娃其实已不能被简单地称作队医了，

而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医疗组组长， 这在英超

中是绝无仅有的。据说，前曼联主帅福格森几

年前就拒绝过让一位女性成为球队队医的建

议，“球员们更希望身边跟着几个男人，在谈

到自己的身体问题时他们会更加自在。 足球

是男人的运动， 球员们可不喜欢让一个女人

在自己的身上摸来摸去，为他们治疗。”也许

这只是福格森自己的想法， 而不代表曼联球

员。至少在切尔西，无论是队长特里还是球队

中的其他球员都非常信任伊娃。 伊娃的能力

甚至还得到了英国奥委会的肯定， 无论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 还是2012年在本土的伦

敦奥运会， 曾在诺丁汉大学和玛丽王后学院

学习的伊娃都被请去做英国女足的队医。

伊娃的父亲是英国人， 母亲是西班牙人，

混血的她的确充满魅力。 一位名叫吉姆·戴利

的英国球迷甚至还专门为伊娃写了一首情歌

“为伊娃·卡内罗的情歌”，并将它拍成了MV。

在MV中，吉姆和自制的纸版人伊娃约会，这个

MV当时还一度成为英国网上最热门的视频。

周日围观英超天王山之战

5件利物浦球衣等着你

24年来， 利物浦从未如此接近英格

兰顶级联赛冠军！北京时间本周日晚上9

点05分， 领头羊利物浦只要一举击败排

名第二的切尔西， 他们基本就将冠军妥

妥收入囊中。这场英超争冠关键战，早早

激起了成都球迷的观战欲望。 而更吸引

人的是，英超联赛官方赞助商，同时也是

利物浦队官方赞助商嘉士伯将于本周日

在成都举办名为“一起喝彩，值得来杯

嘉士伯”看球派对，邀请成都球迷一起

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喝彩。

本次派对活动与成都商报进行了紧

密联动， 成都商报读者可以通过成都商

报手机客户端报名， 主办方将从报名者

中抽出20名球迷参加派对， 这20名入选

者中， 还有5人将获得利物浦正版球衣。

亲，还等什么呢？赶紧拿起你的手机吧！

活动将于本周日（4月27日）下午5

点开始在成都市兰桂坊中庭举行， 直至

比赛结束。届时，被称为中国联赛“活化

石”的前四川全兴队员、成都五人足球

协会会长邹侑根以及成都知名主持人胡

晓将作为特别嘉宾为赛事做精彩点评。

到场的球迷除了一起观看比赛、听

精彩球评、畅饮之外，还能欣赏到足球宝

贝的火辣表演，体验AR足球等好玩的游

戏！此外，凡是带女伴一起来参加派对并

参与微博互动的， 主办方还将奉上一份

限量的特别惊喜。 嘉士伯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一个来自欧洲并且有着深厚

足球渊源的品牌， 我们非常希望能把欧

洲足球文化带到中国。”

如果你有兴趣， 请登录成都商报手

机客户端，在左侧“活动”一栏中找到

“看球派对”活动专题，登记自己的姓名

和联系电话， 并为你喜欢的英超球队送

上祝福， 即有机会参与抽取派对入场资

格，一共有20个名额。届时，还有5件利物

浦正版球衣馈赠给其中5名入选者。成都

商报手机客户端下载方式有以下三种，

1.苹果手机：在苹果商店（App� store）搜

索“成都商报”进行下载；2.安卓系统手

机：在360手机助手、安卓市场、豌豆荚、

应用汇等软件市场下载；3. 你还可以进

入http://app.cdsb.com，或扫描下方的成

都商报客户端二维码进行下载。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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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西客场

0比0平马竞集锦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马 竞 昨 晨 在 主 场 0 比 0 闷 平 切 尔 西 ， 比 赛 中 频 繁 抢 镜 的 切 尔 西 女 队 医 成 惟 一 亮 点

比赛太催眠 多亏美女队医来提神

一边是捷克门神切赫， 一边是切尔西拥

有所有权、 租借给马竞后大放异彩的欧洲当

红门将库尔图瓦，很多人预测，这场比赛，更

像是一场谁才是切尔西最强门神的对决。事

实上，若不是在欧足联的干涉下，免去了库尔

图瓦面对老东家时每场高达300万欧元的附

加条款，库尔图瓦甚至无望上场。然而，两个

人的场上对决却戏剧性地变成了三个人的好

戏。开场仅15分钟，切赫就在一次门前扑球时

被撞倒，导致肩膀脱臼。切尔西替补门将施瓦

泽登场，41岁零198天，这位澳大利亚门神，因

此也成为欧冠历史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而

赛后，切尔西官方宣布切赫赛季报销。

昨天的比赛中，切尔西门前一度出现9人

防守的场面。穆里尼奥的“大巴战术”赛后遭

到众球迷调侃， 有球迷戏称，“切尔西一场比

赛上了3个门将（切赫、库尔图瓦、施瓦泽），5

名后卫，4个后腰！”马竞面对切尔西的铁桶阵

果然束手无策，全场狂轰25次射门，却始终未

能敲开对方大门。 穆里尼奥的战术观赏度几

乎为零，但却收获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综合报道

切尔西一场比赛“派上”了三个门将

中超，

脸去哪儿了

莫耶斯：

为曾执教曼联自豪

刚刚被炒鱿鱼的前曼联主帅莫耶斯

昨日表示， 他为曾经在曼联执教感到自

豪， 同时还说他能理解外界对球队糟糕

战绩的“巨大失望”。

50岁的莫耶斯在22日被曼联解雇。

在他执教曼联的10个月时间里， 球队从

英超卫冕冠军变成了在积分榜上排名第

七的队伍， 还失去了下赛季欧冠联赛的

参赛资格。

莫耶斯在通过英格兰足球联赛教练

协会发布的一份个人声明中说：“在这

样的过渡期， 球队的表现和战绩都与这

支球队和球迷所习惯和期待的不一样，

我理解他们的‘巨大失望’，同样的感觉

也伴随着我自己。”

莫耶斯还说：“我一直相信作为一

个教练在职业生涯中要不停地学习，我

也知道我将从执教曼联的经历中得到很

多无价的经验。”

“我仍为率队打入今年欧冠联赛的

四分之一决赛感到骄傲， 也仍然感激福

格森爵士对我的信任和给我执教曼联的

机会。”

英格兰足球联赛教练协会是在英格

兰工作的教练的行业协会， 该组织对曼

联队解雇莫耶斯的方式进行了抨击。在

曼联俱乐部正式宣布解雇莫耶斯之前，

这一消息已经在媒体上满天飞， 这一点

让曼联俱乐部管理层遭到诟病。

另据《每日镜报》报道，在莫耶斯被

“炒鱿鱼”后，“红魔”在纽约证交所的

股票价格当日升至11个月以来的最高

点。 曼联俱乐部的股票当日以每股17.9

美元开盘，但很快就升到每股18美元，这

是2013年5月传奇教头福格森卸任球队

主教练以来的最高值。

不过这还不是当日曼联股价的最高

点。在开盘105分钟后，曼联的股价达到

每股18.15美元， 并继续攀升到每股18.6

美元。 此时球队的股票总价值超过30亿

美元，比前一天上涨了1亿美元。

综合新华社

@

马德兴：

无言？赛季

前就说， 中超路很长、很

长、很长、很长！但总有人

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

@

足迹王涛：

对于赛

季初大投入， 满怀雄心壮

志要好好活一回的山东鲁

能和北京国安来说是难以

接受的，是黑色的。中国足

球要走的路真的还有好

长......

� � @

这球事儿：

中超联

赛在亚冠赛场被打回原

形。

@

亚冠非常人：

今年

初始都多少沾了点广州的

光，认为中超崛起了。

@

足球上海滩姬宇

阳：

如何让钱花得更有效

率，鲁能需要反思。

@

牵手婚礼阿伟：

人

和不和，国安不安，鲁能无

能，恒大还是老大啊！

@

钟小正：

恳请亚足

联给中超两个名额就行

了， 真的别给那么多，浪

费！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曼萨诺：关键球没把握住

昨日赛后， 国安队主教练曼萨诺认

为，如果邵佳一那个球能进的话，国安可

能还有机会。 对国安没有杀出小组赛，曼

萨诺这样总结道：“球队在整个6场比赛的

关键时刻把握的不是太好，我们的开局不

错，但我们在主场对阵首尔FC有一个进球

被吹掉，客场对中央海岸有一个点球没有

进，上一场对阵广岛三箭2比0领先被追平，

在关键时刻的关键得分我们没有把握住，

这是以后比赛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

库卡：鲁能变弱责任在我

先进一球遭逆转， 鲁能小组垫底出

局。6场小组赛，鲁能只取得1胜2平3负的成

绩， 当被问到如何总结小组赛的表现时，

库卡直言：“我们原来的任务是至少要小

组出线，特别是在日本踢出一场很好的比

赛后，我们信心十足，可我们变弱了。我们

有很重要的球员没法参加这场比赛，他们

的缺阵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亚冠

出局的问题， 库卡表示：“责任肯定是我

的，错误是我的错误，责任不在于球员，我

是领导球队的人，这是我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网上声音

人和不和

国安不安

鲁能无能

恒大还是老大

>>主帅出局陈词

检查特里伤势

安慰受伤的切赫

询问大卫·路易斯情况

5

月

6

日 大阪樱花（

2

）

VS

广州恒大（

1

）

5

月

6

日 全北现代（

2

）

VS

浦项制铁（

1

）

5

月

7

日 广岛三箭（

2

）

VS

西悉尼流浪者（

1

）

5

月

7

日 川崎前锋（

2

）

VS

首尔

FC

（

1

）

（括号内为小组赛名次）

亚冠16强淘汰赛

东亚区首回合对阵

成绩都去哪儿了？

中超在亚冠东亚区八强中仅占1/8

� � � �在前天晚上恒大以霸气的表现把握住

了自己的命运，率先挺进淘汰赛之后，中国

球迷无不希望国安和鲁能也可以在昨晚的

亚冠小组赛末轮中绝地反击。 但可惜的是，

国安在主场作战的首尔FC面前却没有任何

优势可言，反被对手利用定位球和快速反击

连入两球，这等同于宣布了必须客场取胜的

国安“死刑”，最终国安1比2客场不敌首尔

FC。 比国安晚半个小时开赛的鲁能一度让

人看到希望，上半场听他们还在主场1比0领

先大阪樱花，此刻所有人更关心的是同组的

浦项制铁是否能保持公平竞赛精神，不在主

场放水给武里南联。谁料下半场一开始就风

云突变，大阪樱花在易边后仅30秒就由柿谷

曜一朗扳平了比分，2分多钟之后，大阪樱花

又在快速反击中敲了鲁能一记闷棍。弗兰在

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轻松破门， 大阪樱花神奇

地将比分逆转！此刻全场鸦雀无声。突如其

来的打击和巨大的压力几乎令鲁能将士崩

溃，最终1比2告负。

东亚区八强在昨晚也全部诞生， 韩国

有浦项制铁、首尔FC和全北现代三队晋级，

只有蔚山现代遭到淘汰， 出线三队中浦项

制铁和首尔FC都是以小组头名昂首出线；

日本也有大阪樱花、 广岛三箭和川崎前锋

三队拿到出线权，仅横滨水手出局；澳超和

中超则均有一队跻身八强， 但澳超在参赛

球队数量上本来就比中超少了一支， 而最

让中超无地自容的是， 鲁能和人和都在各

自小组中垫底！

昨晚,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双双落败，相继从亚冠小组赛出局之后，中超在淘汰赛上只剩下广州恒大

这一根独苗。

中超在2014赛季的投入达到6797.5万欧元，在全球仅次于英超，但在亚冠小组赛结束后，结局却是

三支中超球队惨淡出局，甚至两支球队在各自小组中垫底！

中超要真正强大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都去哪儿了？

星光璀璨的中超不敌日韩澳土枪土炮

恒大的成功加剧了中超球队的“军备竞

赛”，导致各队哄抢名帅名将。本赛季亚冠，

中超球队可以说是星光璀璨， 无论从外援还

是到教练，无不是大牌云集，也成为亚洲足坛

瞩目的焦点。以里皮挂帅，穆里奇、迪亚曼蒂、

埃尔克森、金英权领衔的广州恒大不必多提；

鲁能也坐拥勒夫、蒙蒂略、阿洛伊西奥、麦克

格文这四大外援， 主帅库卡更是在去年拿到

了南美解放者杯冠军和世俱杯季军； 国安请

来了曾获得过西甲年度最佳教练的曼萨诺，

格隆、乌塔卡、马季奇、河大成等外援也都是

响当当的悍将；贵州人和虽然牌面稍逊，但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名外援尤里和马琴斯基因

时间关系没有在亚冠中报名， 该队虽然未请

外教，但宫磊、朱炯和杨晨组成的三驾马车在

国内土帅中也堪称豪华。

和中超四强相比， 日韩澳的亚冠球队就

显得无比“土气”，韩国四队全是本国教练执

教，崔龙洙、崔康熙、黄善洪和曹敏国就名气

而言，在里皮、库卡、曼萨诺面前根本不值一

提，四支韩国球队中更是大牌球员寥寥，浦项

制铁更是因为经济危机， 所有外援在2012赛

季结束后就全部离队， 近两年来他们都是以

全韩班出战。 而日本四队中只有大阪樱花聘

请了洋帅波波维奇，其他三队也是土帅执教，

他们虽然也拥有弗兰、中村俊辅等大牌球星，

但均是过气人物。最终的成绩证明，比赛不是

打扑克， 不仅仅是比谁的钱更多， 比谁的球

员、教练名气更大。今年亚冠上的教训，不知

能否给中超球队带来一些警示。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综合报道

●步行者队和猛龙队在昨日的

NBA季后赛首轮第二场中双双在主场

获胜，将系列赛的总比分扳成1比1平。奇

才队则带着总比分2比0的有利形势离开

“风城”芝加哥。●昨日，国际足联针对

此前关于巴萨的转会禁令发布最新公

告， 表示已经收到了巴萨有关暂缓执行

这项禁令的申请， 而国际足联将尊重巴

萨的这一权利。

姜山

体坛漂流瓶

继人和亚冠出局后，国安和鲁能昨晚也被淘汰

中超BIG4的投入是东亚区对手总和的三倍

亚冠小组赛出线球队却只有日韩对手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