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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罗
要去
尤文

据葡萄牙媒体《比赛（O Jogo）》昨晨报道，C罗已经同意加盟尤文图斯，皇马接受尤文开出的一亿欧元报
价。此前，葡萄牙《记录报》就曾报道C罗将离开皇马，其原因是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未履行涨薪承诺。另据意大
利天空体育报道，虽然尤文与皇马尚未正式开启谈判，但如果C罗今夏选择离开皇马，尤文将是他的去处之一。
据悉，C罗的年薪为3000万欧元，这其中一部分将由赞助商和尤文的母公司——阿涅利家族来支付。

世界杯激战正酣，转会市场风云突变

一年前，在皇马夺得第十二冠
时，皇马主席曾许诺C罗将加薪完善
合同，当时的说法是，俱乐部给出了
每年3000万欧元的数字，而后来在马
德里的双方会面中，俱乐部提出了
2500万欧元。而这个数字和内马尔在
大巴黎的3700万和梅西在巴萨的
5000万还差很远。事实上，C罗一直
嫉妒梅西在巴萨赚的工资是他的两
倍。梅西的净年薪达到了5000万欧
元，而C罗只有2100万。

不仅如此，续约合同上也给出了
一些十分苛刻的奖金条款，新约规定
C罗每个赛季最多只能拿到750万欧
元的奖金，而要拿到这笔钱C罗要做
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赢得欧冠冠
军，拿到200万欧元的奖金；拿到西甲
冠军，奖金则是150万欧元。此外，国
王杯夺冠的奖金是100万欧元，赢得
国际足联最佳球员奖和金球奖的奖
金分别是100万欧元，赢得西甲最佳
射手另有50万欧元，而基于C罗的出

场，他还将另外获得50万欧元的奖
金。换句话说，C罗必须拿到联赛杯
赛和欧冠联赛的三冠王，外加最佳射
手、金球奖等个人奖项才可以拿到全
额的750万欧元的奖金。

从这份续约合同来看，皇马并没
有拿出想要留下C罗的诚意，获得众
多奖项却仍然没匹配到合适的合同，
这是促使C罗想要离开的主要原因。

在今年5月欧冠决赛C罗公开表
示自己可能将离开皇马后，曼城、切尔
西、阿森纳和巴黎圣日耳曼都曾与他
的经纪人门德斯取得联系。从之前的
报道来看，巴黎圣日耳曼是最有可能
签下C罗的。放眼国际足坛，能满足皇
马转会费要价和C罗年薪要价的球队
中，大巴黎显然排在第一档。

据《阿斯报》报道，大巴黎主席纳
赛尔为了吸引C罗去巴黎，亲自到俄
罗斯现场观看了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
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并且，俱乐部为引
进C罗足足计划了一年时间。

但西班牙媒体《每日OK报》此前
在6月29日爆料称，C罗的违约金在今
年年初已经与皇马谈妥，从此前的10
亿欧元降到1.2亿欧元。不过在这个协
议中，还有一个特殊条款——如果巴
黎和巴萨要买断C罗违约金的话，那数

额仍然是10亿欧元。皇马不放C罗
去巴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

低价放C罗去巴黎，很可能还
是想逼迫巴黎用内马尔来交
换葡萄牙人。

但事态在这两天再次发
生变化，截至目前，虽然皇马

方面并未发表官宣，但C罗转会
尤文一事得到越来越多的报道，甚至
占据了各大媒体版面。来自意大利媒
体MediasetPremium的消息，C罗跟皇
马的合同里有一个特别解约条款，那
就是他如果去意甲，只需要1亿欧元转
会费。而根据意大利转会专家迪马济
奥透露，C罗经纪人门德斯已经邀请尤
文对C罗提出报价，目前尤文正在研究

这笔转会的可能性。
前天下午皇马赞助商Bwin在推特

上发布推文，称尤文将以一亿欧元签
下C罗。意大利《都灵体育报》、西班牙

《马卡报》、《阿斯报》、葡萄牙《O Jogo》
等多家媒体纷纷对C罗加盟尤文一事
进行了报道，称皇马已同意尤文对C罗
的1.2亿欧元的报价，而尤文图斯方面
与C罗达成了一项年薪3000万欧元时
长4年的合同。甚至有博彩公司已经把
C罗转会尤文的赔率调整为1比1。而据
意大利媒体Football Italia报道，阿迪达
斯可能是C罗即将转会尤文图斯的推
动者，原因是葡萄牙球星可能将离开
耐克，签约阿迪达斯。

虽然C罗转会尤文一事还没得到
皇马方面的官方声明，但C罗的离开似
乎已成定局。葡媒《比赛》称，C罗与弗
洛伦蒂诺的决裂和尤文开出的3000欧
元年薪的条件是C罗决定转会尤文的
主要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实习生 肖思佩 撰写/编译

莱因克尔：
德国出局后修改了自己的名言

本届世界杯期间，头号“毒舌”评
论员当属BBC的世界杯评论嘉宾莱因
克尔了。在1986年获得世界杯最佳射
手称号的莱因克尔，因为职业生涯从
未吃过黄牌而被誉为“足球绅士”，可
是在退役担任起足球评论员后，绅士
风度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了，如果要评
选世界足坛最“毒舌”的评论员，莱因
克尔大概稳居前三。

在2018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上，
当马拉多纳抽出英格兰队时，莱因克
尔马上吐槽说：“马拉多纳的手活儿就
是好！”此话一语双关，让人联想到
1986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凭借“上帝
之手”淘汰了莱因克尔领军的英格兰。

世界杯开始后，第一个遭殃的是

苏亚雷斯，在解说埃及和乌拉圭的对
决时，莱因克尔说：“这场比赛中，萨拉
赫的表现比苏亚雷斯好多了！”这无疑
让苏亚雷斯十分难堪——要知道，萨
拉赫整场比赛都是坐在替补席上。巴
西淘汰墨西哥的比赛中，莱因克尔对
整场比赛不断在被铲倒后痛苦翻滚的
内马尔表达了不屑，他在自己的社交
平台上说：“自从有了opta（著名足球
数据统计网站）的统计以来，内马尔是
疼痛忍受度最低的球员！”

莱因克尔一生中最著名的名言
是：“足球是一种由英国人发明，经过
场上22个人激烈拼抢，苦战90分钟
后，最后由德国人获胜的运动！”而这
次德国队小组出局，莱因克尔也不忘
记打击夙敌，他说：“足球是一种由英
国人发明，经过场上22个人激烈拼
抢，苦战90分钟后，最后德国人不再

获得胜利的游戏。之前的版本已经成
为历史了。”

马特乌斯：
博阿滕，墨镜耳钉比足球重要吗

德国队前队长马特乌斯一直兼职
为天空体育的特约评论员，虽然他没
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教练，但他是众多

“毒舌”评论员里面中少见的情感杀
手。他在评点这次受到诸多批评的厄
齐尔时，毫不留情地表示：“我总觉得
厄齐尔对德国没什么好感，好像没有
踢球的意愿。我看不到他心之所向，看
不到他的快乐，看不到他的激情。”

在德国队小组出局后，马特乌斯
又盯上了中卫博阿滕，尽管博阿滕因
为停赛并未参加0比2输给韩国的那场

耻辱性的比赛，马特乌斯表示：“我想
问问他，到底是墨镜和耳钉重要，还是
足球重要？我们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尤
其是表现不好的那些人。他们必须问
问你自己，你的注意力确定是在球场
上吗？如果是我，我不会专门请自己理
发师来俄罗斯，而是直接在莫斯科的
发廊解决问题。”

杜加里：
阿根廷的组织能力比沙特还差

还在踢球的时候，杜加里是千夫
所指的对象，明明是一个世界级前锋
和世界杯冠军队成员，却往往被评论
家们说得一事无成。如今，轮到杜加里
做评论员的时候，评论起别人来也毫
无保留。世界杯期间，杜加里为RMC
电视台担任评论员，在法国小组赛首

轮对决澳大利亚时，他对自己的晚辈
没有一点留情的意思：“对于登贝莱、
格列兹曼和姆巴佩三人组今天的表
现，我无话可说！”

这场比赛中，乌姆蒂蒂因为在禁
区内一个打排球的手势而被判罚点
球，看到这一幕时杜加里激动地吼叫
着：“我们不是在少儿组比赛，我们是
打在世界杯！”而在法国与阿根廷决战
1/8决赛前，杜加里更是对阿根廷这个
对手冷嘲热讽，他说：“阿根廷的组织
能力甚至比不上巴拿马和沙特这样的
球队，我对法国队没有丝毫担心，我相
信法国球员，他们能在淘汰赛中至少
以两球的优势击败阿根廷，我觉得比
分会是2比0或者3比0。”虽然杜加里并
未预测准比分，但法国确实较为轻松
地拿下阿根廷，挺进八强。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实习生 曹万卷

这可能是C罗最后几天作为皇马球员了。从刚刚过去的这个
赛季开始，皇马和C罗就已经开始分离了。昨天爆出意甲尤文图斯
俱乐部或许会是葡萄牙人的下一站，这桩转会可能高达1亿欧元，
但是对于金球奖获得者来说这个价格只能说是“勉勉强强”。

此消息最早是皇马这边放出去的，他们告诉了俱乐部主席弗
洛伦蒂诺的一个摄像师，激怒了C罗的球迷。他们还觉得一切都没
有结束，感觉就像是皇马主席放出一个探测气球给媒体，去试探马
德里人对于C罗转会尤文图斯的反应。如果他被猛烈批评、球迷们
一起抱怨让C罗离开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弗洛伦蒂诺
可能会随时变卦，但是C罗不会改变心意，他肯定要离开皇马。

但是C罗想去他选择的俱乐部，而不是弗洛伦蒂诺给他选的
球队。皇马主席想要把C罗以一亿欧元的价格卖给尤文图斯，这也
显示了皇马不想要他了。其实，弗洛伦蒂诺和C罗的关系向来不
好，皇马主席不喜欢C罗是因为C罗压根就不是自己签下的。C罗
是皇马前任主席卡尔德隆在2009年的对俱乐部最大贡献，虽然几
个月后，弗洛伦蒂诺又重新赢得大选。

C罗是皇马队史进球纪录保持者，在皇马，他获得了四次金球
奖和四届欧冠冠军，但是弗洛伦蒂诺不想要他留下。这也是为什
么C罗感觉如此不受尊重的原因，过去一年他就希望能够得到续
约，希望免于缴纳西班牙税务局方面的罚金，而这次的处罚就是
皇马这边泄露的消息。这些愿望，弗洛伦蒂诺都没能满足他。

目前，至少有三家俱乐部想要得到C罗，除了尤文图斯，还有
巴黎圣日耳曼和曼联。或许这也是皇马决定要提前泄露消息的原
因，弗洛伦蒂诺想把C罗卖更多的钱。当然，如果皇马接受了一亿
欧元报价的话，C罗肯定就要离开马德里了。

C罗其实并不愤怒，他喜欢马德里，也想要留下来。但是他观
察了很久，是皇马主席想要把他从大名单中划掉，想要他离开。C
罗不比梅西、内马尔和格列兹曼等人赢得的锦标少，但是皇马却
如此对他。这也是C罗不高兴的原因，但这不是他离开的原因。

弗洛伦蒂诺为C罗打开了大门，要把他卖1亿欧元而不询问他本
人是否愿意去尤文图斯踢球。接下来几天还不会平静。意甲和尤文图
斯意识到，C罗的到来将会激活这个一直在走下坡路的联赛。这可能
是迭戈·马拉多纳之后意甲最重要的一桩转会案了。而西甲则会失去
最重要的一位巨星，也失去梅西、C罗的双核对话了，两人此前多年的
较量也是足球史上最紧张最让人激动的对话。 （腾讯体育）

弗洛伦蒂诺欲“驱逐”C罗
只关心价钱，不关心意愿

□特约撰稿 西班牙《阿斯报》副总编 马塔亚纳

不满比梅西拿得少
C罗主动闹着要离开

过去前辈骂我 现在我骂后辈
世界杯上的“毒舌”乱象

卖给巴萨大巴黎要10亿欧元
给意甲只要1亿欧元

在世界杯期间在世界杯期间，，哪种类型的评论最哪种类型的评论最““毒舌毒舌”？”？是恨铁不成钢的偏激球迷是恨铁不成钢的偏激球迷，，
还是茶余饭后闲谈足球的吃瓜群众还是茶余饭后闲谈足球的吃瓜群众？？但他们与那些曾参加过世界杯的足球但他们与那些曾参加过世界杯的足球
名宿们相比名宿们相比，“，“毒舌毒舌””程度简直不能望其项背程度简直不能望其项背，，这些评论员的评论往往尖酸这些评论员的评论往往尖酸
刻薄刻薄，，而且直来直去从不含沙射影而且直来直去从不含沙射影。。当他们还是足球运动员时当他们还是足球运动员时，，球场上的他球场上的他
们在规则的约束下优雅宽容们在规则的约束下优雅宽容，，同样同样，，他们也是上一代他们也是上一代““毒舌学长毒舌学长””的攻击对的攻击对
象象。。时过境迁时过境迁，，当他们退役之后坐在麦克风前当他们退役之后坐在麦克风前，，看着后辈球员在赛场上的表看着后辈球员在赛场上的表
现时现时，，他们也顺其自然地接替了他们也顺其自然地接替了““毒舌毒舌””评论的位置评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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