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邪相争”

穆帅佩帅角色互换

□

林良锋（《体坛周报》英超记者）

十五、六年前，英超大势大抵是曼联、阿森纳角逐男

一号；利物浦、切尔西、利兹联和纽卡之流争欧冠门票。十

几年过去，格局依旧，只是江山换了颜色。争当男一号的

不再是阿森纳、曼联，而是切尔西和曼城。上季是深蓝浅

蓝争霸，本季上演续集。双蓝被视为问鼎本季英超两大热

门，第一要素是两队掌门穆里尼奥和佩莱格里尼，其次才

是两人麾下的小法、迭戈科斯塔；孔帕尼和亚亚图雷。

上赛季曾有“正邪相争”的说法来形容穆里尼奥和

佩莱格里尼斗智，盖因穆里尼奥素重防守，打法拘谨刻

板，佩莱格里尼则倡导进攻，曾执教皇马一季，刷新队

史进球和积分纪录，谁更受欢迎不言而喻。很难想象，

穆、佩两人本季角色互换。前者签下小法，打法脱胎换

骨，刚柔并济，场面悦目；后者吃进三位黑塔夯实后防，

防守有改善，进攻却无更多变化。上季蓝军破门乏术，

遇弱不强，因迭戈科斯塔加盟迎刃而解；马蒂奇、拉米

雷斯等人攻守兼备，切尔西不愧是英超中最有战斗力，

最平衡的集体，客场大胜埃弗顿是该队季初的代表作。

反观曼城，佩莱格里尼性格沉稳谦和，用兵有方，

上任后梳理曼奇尼遗留班底得当， 上季以强攻夺得英

超，深得业界赏识，尽享舆论讴歌。美中不足，曼城中后

场实力参差不齐，今夏曼城接连吃进萨尼亚、费尔南多

和芒加拉，补齐后防漏洞，多了几分硬朗，少了几分华

彩，主场不敌弱旅斯托克城已敲响警钟。

除了切尔西和曼城， 本赛季最值得球迷关注的恐怕

就是红魔曼联了，若无夏窗后期补仓，曼联的实力最多觊

觎第四。但最后一天荷兰后卫布林德如期而至，更有法尔

考意外加盟，红魔的赛季前景顿时光明起来。新添六名强

援攻守各半，左右两翼均衡，主教练范加尔一举解决困扰

曼联多年的右倾左瘫。某些位置在球迷眼中仍不够理想，

但布林德可以兼顾中场，罗霍在里斯本竞技本就是中卫，

磨合需要时间。好在曼联年前只有联赛，可以心无旁骛演

练多种阵型，加上球队素来重进攻，法尔考、迪马利亚与

范佩西、鲁尼搭档，完全可凭旺盛的攻势减轻后防压力，

法、范、鲁组成的锋线预计可为曼联带来五十球上下的进

账，该队季均联赛进球在八十左右，半季应有四十几个，

新年之前曼联只有联赛， 三人正常发挥贡献一半应无难

度，这三人表现好坏，将极大影响曼联的赛季进程。

英超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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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正赛：

曼城、利物浦、切尔西、

阿森纳

欧联杯正赛：

热刺、埃弗顿

足总杯卫冕冠军：

阿森纳

联赛杯卫冕冠军：

曼城

伯恩利、莱斯特城、皇家园

林巡游者

夺冠赔率

切尔西（2.87）

曼城（3.25）

曼联（7.00）

金靴赔率

范佩西（5.50）

斯图里奇（6.50）

阿圭罗（6.50）

英超参赛任务

升班新马

博彩指南

2014-2015赛季夏窗英超10大交易

（单位：英镑）

排名 球员 加盟球队 离开球队 转会费

1

迪马利亚 曼联 皇马

5970

万

2

桑切斯 阿森纳 巴萨

3500

万

3

迭戈·科斯塔 切尔西 马竞

3200

万

4

曼加拉 曼城 波尔图

3200

万

5

法布雷加斯 切尔西 巴萨

3000

万

6

埃雷拉 曼联 毕尔巴鄂

2900

万

7

卢卡库 埃弗顿 切尔西

2800

万

8

卢克肖 曼联 南安普敦

2700

万

9

拉拉纳 利物浦 南安普敦

2500

万

10

洛夫伦 利物浦 南安普敦

2000

万

2014-15赛季

英超6强身价榜

（单位：英镑）

曼联 3.794亿

曼城 3.537亿

切尔西 3.013亿

利物浦 2.538亿

阿森纳 2.427亿

热刺 1.78亿

（数据据《每日邮报》）

1%

在这个7月，曼联俱乐部和英超联赛今年夏天都创

造了转会费的最高纪录， 动辄数千万的转会金额让这

个行业看起来是那么美好。然而，弥漫于欧洲足坛的并

非只有层出不穷的转会消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现实，

在职业足球世界里同样存在。多少夭折的梦想，多少悲

惨的晚年，你可能从来不知道。

这是英国媒体最近公布的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

字：进入英格兰各职业俱乐部青训营的球员中，后来靠

足球谋生的人只有1%； 超过150名前职业球员因犯罪在

监狱服刑，大多与毒品有关；更让人震惊的是，据体育慈

善机构前球员协会（XPro）调查，每三个英格兰职业球

员中就有一个在退役一年内离婚，每十个球员中有四个

在退役五年内破产，还有80%的球员患有骨关节炎，病痛

将伴随他们终身。上述冰冷的数字也告诉对足球有幻想

的人们：在美丽的外表下，足球有一颗冷酷的内心。

今年夏天英格兰注册的失业球员就多达583名

每个夏天英格兰平均有700名左右的球员加入到失业大军

超过150名前英格兰职业球员在坐牢，多与毒品有关

曼联和英超今夏分别创造了俱乐部和联赛的转会费最高纪录，然而当英超俱乐部和英超球星们春风得意

之时，我们也别忘了他们背后还有无数不得志的球员，特别是那些失业或退役的球员们，“无球可踢，退役后一

年离婚、五年破产

,

一颗心饱受摧残

,

一辈子伤病累累……”竟然成为不少英格兰球员的人生写照……

1年内，33%的球员离婚

5年内，40%的球员破产

80%的球员罹患骨关节炎

患臀部骨关节炎的可能性比常人高出10倍以上

一将功成万骨枯

英格兰职业球员退役后

只有

的人能以足球为生

英格兰职业俱乐部青训营有多残酷，最新公布数据令人震惊———

英格兰职业球员

离婚率在60%以上

英超联赛于1992年成立， 并依靠出色的商业运

作和独立的管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联赛， 英超球

员们的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 很多球员都选择了与

选美冠军、模特或演艺圈的女孩结婚。但是如果一旦

球员退役了，失去了高昂且稳定的收入来源，太太们

是否还会继续跟你熬苦日子就说不定了。

离婚意味着财产将被分走一半， 雪上加霜的是

职业球员的离婚通常发生在他们退役以后， 那时他

们已经没有能力挣大钱。在前篮球运动员马克·韦斯

特看来， 职业球员离婚多发于退役后并非偶然，他

说：“退役球员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和妻子

突然有许多时间在一起， 发生矛盾的几率增加了许

多，而且再也不能以训练和比赛为借口来逃避。”如

果不想破财请千万守住你的婚姻。

英格兰的职业球员的离婚率在60%以上。 离婚

意味着财产将被分走一半， 而那些有子女的球员还

必须常年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赡养费。 这样势必让

他们的财政状况更加一落千丈。

典型案例：詹姆斯

离婚

+

破产 前英格兰队门将的双重打击

前英格兰队主力门将詹姆斯曾经效力过利物

浦、曼城，他在2013年才退役，可是2014年就选择了

破产。 现年43岁的他将自己25年踢球赚取的2000万

英镑挥霍一空，原因之一就是离婚。詹姆斯在2005年

因为婚外恋，选择与发妻塔妮娅分道扬镳。塔妮娅在

离开时卷走了詹姆斯300万英镑的财产，法律还支持

她获得詹姆斯以后所有收入中可观的一部分， 这给

詹姆斯日后的经济状况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虽然詹

姆斯在之后企图通过投资来挽回自己的经济情况，

但是显然他没有成功。退役之后，收入大幅度下降，

另外，据接近詹姆斯的人士透露，詹姆斯最近在投资

中出现了重大亏损，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宣布破产。

有26名前英超球员

正面临破产或已破产

当球星们在球场上玩不下去、 不得不退役的时候，

还大手大脚、奢华糜烂如昔的话，就只能沦落到破产的地

步。像福勒、欧文、贝克汉姆这样会投资理财的英超球星

毕竟是少数，除了踢球，球员们大多数都没有其他学历或

者一技之长， 名气不够大的话， 也不能像卡拉格或者加

里·内维尔那样上电视当评球嘉宾。

前球员协会负责人斯科特披露，有26名前英超球员

目前正面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现在的球员在不同级

别的联赛都领着丰厚的薪水，就算是英乙的球员也能每

周挣到1000英镑，或者更多。当他们处在职业生涯末段

时，他们的收入就会急剧减少。”如果这些球员们没有

接受过其他教育或者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会投资，他们

身边的普通人的收入就会超过这些球员。“当你在周五

退役，你当时还领着2万英镑的周薪，但下周一你就没有

收入了，你仍旧还过着1周2万英镑的生活，你很难一下

子接受。我们希望各家俱乐部包括英超联盟、英足总都

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不管你是年轻球员、资深球员还是

退役球员，你都要避免发生这种事。”斯科特表示。

典型案例：韦伯

迫于生计 前曼联球星二次就业当邮差

韦伯曾是一名优秀的中场球员， 当年他在曼联称

王称霸的时候， 贝克汉姆的任务就是每天给他擦鞋。不

幸的是，严重的伤病迫使正值当打之年的韦伯于1996年

宣布退役。退役后，韦伯也曾尝试着做教练，1997年，他

成为了威茅斯俱乐部的主教练，但在70天后他就被解雇

了，他无奈地表示，“我不是当教练的料。”如今迫于生

计，韦伯只能在邮局里当邮差，每天的工作就是分拣信

件，他每天需工作10小时，而且还是一个“临时工”。

失业、无球可踢

带来抑郁症困扰

这个夏天， 仅仅在英格兰职业球员协会注册的失业

球员就多达583名。 职业球员协会教育部的威廉姆斯说，

每个夏天平均有700名左右的球员加入到失业大军中，他

们主要来自各职业俱乐部的青训营。 这些青训球员如果

超过16岁依然在踢球，那么两年后，他们中有一半人被淘

汰，再过三年，超过75%的人永远失去了踢球的机会。

“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足球上。

当有一天他们被告知再也没有机会踢球， 这种打击往

往是毁灭性的。”威廉姆斯说。其实，未能走进职业生涯

以及在职业生涯末期的球员最容易受到抑郁症的困

扰， 前曼联球员安迪·科尔表示：“在我踢球的那段日

子，我对现实常常产生恐惧，我害怕没球踢，害怕在场

上表现糟糕。周而复始，我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即便

是如科尔这样的一线球星都深受其害， 其他人自然更

不必说了，前德国国门恩克因为抑郁症卧轨自杀。前英

超球员、 现英格兰职业球员协会主席卡莱尔就表示，

“已经有15到20名球员找到我表示他们感到恐惧、担

忧，他们想要离开足球圈，而这些还仅仅是有我的电话

号码、愿意和我沟通的球员。”卡莱尔认为抑郁症已经

成为职业足坛无法回避的一个灰色字眼。

典型案例：卡莱尔

随身带着

56

片药，尝试自杀未能成功

卡莱尔是在去年选择退役的，34岁的他曾司职后卫效

力过利兹联队和皇家园林巡游者等球队，还曾入选过英格

兰U21青年队。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卡莱尔曾备受抑郁

症的折磨，“我效力皇家园林巡游者时，内心充满了恐惧和

困惑，我来到了伦敦西部的一个公园，随身带着56片止痛

药和1瓶啤酒，随时准备自杀。我服下了药片，期待戏剧性

的结局，但是却没有发生。”卡莱尔逃过一劫，但抑郁症和

酗酒等痼疾还是困扰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如今，卡莱尔已经逐渐振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卡莱尔

把自己的经历拍成了一部纪录片———《足坛自杀秘密》，他

同众多自杀未遂者及其亲属对话，“我可以断定有数百名

球员有这样的问题， 社会中所有人群的抑郁症比例是1/4，

足球运动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 但他们很多人不愿意敞开

心扉，这意味着他们患抑郁症的几率并不小。”

八成英格兰退役球员

患骨关节炎

据《每日邮报》调查，英格兰80%的退役球员都罹

患骨关节炎。英国皇家博尔顿医院的研究小组在《英国

运动医学》 上发布研究成果称足球运动员罹患臀部骨

关节炎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10倍以上，“我们怀疑这

是足球运动本身所带来的， 这现象可以等同于职业

病。”据研究小组介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球

员经常会承受轻微的腹股沟伤和其他伤势， 这些伤势

的长期综合作用导致了臀部骨关节炎如此高频率的发

生。一些医生指出这种疾病或许会陪伴球员终身，是不

可治愈的慢性病。然而，这样的职业病却无人给他们买

单，这样造成了许多球员老来贫病交加。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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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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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离婚后的詹姆斯又因投资亏损而不得不在今年宣布破产， 成为英格兰球

星中落魄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