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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9月11日电（记者 张旭
东）青岛黄海青港队 11 日宣布，出自拜
仁青训的射手德扬·拉多尼奇正式加盟
球队。

出生于 1990年的德扬·拉多尼奇，身
高 1.90 米，拥有克罗地亚与德国双重国
籍，场上司职前锋。他曾效力于以色列
特拉维夫马卡比、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迪
纳摩、俄罗斯苏维埃之翼等球队。

据介绍，拉多尼奇身材高大，拥有良
好的门前嗅觉，善于把握射门时机，曾在
克甲联赛出场 121 次打进 39 球、助攻 13
次，在俄超联赛出场 27场打进 4球。

青岛黄海青港表示，希望德扬·拉多
尼奇的加盟，能够增强球队锋线攻击力，
帮助俱乐部在中超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目前，青岛黄海青港以 1 胜、4 平、5
负的成绩名列苏州赛区第 7名。

新华社杭州 9 月 11 日电（记者 夏
亮）浙江能源绿城足球队新队名发布会
11 日上午在浙江足球大厦举行，会上浙
江省足球协会正式向社会通报，浙江省
能源集团承接绿城足球俱乐部部分股
权，俱乐部已正式更名为浙江能源绿城
足球俱乐部。

据了解，浙江省能源集团承接的绿
城足球俱乐部股权此前分别由绿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绿城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浙能集团完成股权承接
后，将和绿城房地产集团一起成为俱乐
部的两大股东，双方各占股 50％。

新华社巴黎 9月 10 日电（记者 肖
亚卓）赛季开始前，“升班马”朗斯队也
许从没想过，他们在升入法甲联赛后的
首场胜利竟然是从卫冕冠军巴黎圣日
耳 曼 身 上 拿 到 的 。 在 10 日 进 行 的
2020－2021 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的一
场补赛中，主场作战的朗斯队 1 比 0 将
联赛卫冕冠军挑落马下。

这场失利也是自 2011 年之后，巴黎
圣日耳曼首次输掉联赛揭幕战。

作为连续三年的法甲联赛冠军，“大
巴黎”的失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多名
主力的缺阵。包括内马尔、姆巴佩、迪
马利亚以及伊卡尔迪等在内的 7名队员
由于感染了新冠病毒正在接受隔离，未
能随队前往朗斯参加球队的首场联赛。

几乎缺少了整条主力锋线的“大巴
黎”尽管控球率超过 70％，但是并没有
将球权转化为得分机会，全场比赛射门
次数只比对手多 1 次，但是射正次数只
有 1次，比对手还要少两次。

在进攻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门将
布尔卡还送上了失误大礼。他在第 56
分钟传球失误，直接被冲上来的朗斯队
球员加纳戈抢断，后者在禁区内抽射破
门，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一粒进球。

14 日，巴黎圣日耳曼将在主场对
阵上赛季联赛亚军马赛队，以残阵开
启卫冕征程的“大巴黎”将迎来更严峻
的挑战。

皇马在上赛季复赛后强势收官，
一举夺得联赛冠军。而随着最大竞争
对手巴萨出现剧烈动荡，皇马新赛季
的目标必然是 12 年来首次在西甲赛
场连续夺魁。

不过，皇马阵容变化并不大。因
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让皇马主席弗洛
伦蒂诺放弃在转会市场砸钱。豪门俱
乐部的收入损失都在 2 亿欧元以上，
皇马已经表示，在相关疫苗出来、足球
世界恢复正常之前，他们不会引进球
员。20 年来第一次，皇马没有进行签
约，只是回收了厄德高、奥德里奥索拉
和卢宁。

目前，皇马基本保持了上赛季的
夺冠阵容，主教练齐达内的战术安排
或许更具针对性。球队的年龄结构更
加合理，门将库尔图瓦已经展现了实
力，核心球队包括瓦拉内、卡塞米罗、
克罗斯、巴尔韦德、阿森西奥都处于生
涯黄金期，小将维尼修斯、罗德里戈已
经得到了锻炼，如果球队头牌阿扎尔
能够在新赛季找回状态，那么无疑让

球队的攻击更具恐怖性。
这支皇马相较于欧冠三连冠的王

朝之师仍有差距，齐达内也在教练生
涯首次输掉了欧冠淘汰赛，因此首先
巩固联赛基础更加切合实际。倘若能
于此时能趁势实现联赛连冠，皇马有
望在最近几年抢占西甲的话语权，进
而有助于球队在疫情过后重塑国内足
坛的新秩序。

新赛季今晚揭幕

西甲四大看点值得期待
西甲新赛季今晚揭幕，而皇马和巴萨争冠依然会是新赛季的最大主题。巴萨上个赛季被皇马后

来居上抢走冠军，球队不仅无缘西甲三连冠，还是近几年来首次“四大皆空”零冠。新赛季，皇马以稳
为主，巴萨则因变化而充满不确定性，而下赛季还很可能是梅西在巴萨的最后一个赛季，球队会如何
发展，争冠形势会如何，都让人充满期待。

上赛季末尾连续失分，导致崩盘，巴萨
遗憾地失掉了联赛冠军。但更可怕的不是
无缘冠军，而是球队在近期暴露出来的种
种问题。虽然梅西宣布留下，但谁都知道
阿根廷人留得很勉强。

巴萨还会引进一些球员，其中重点加
强的位置是锋线和中卫位置。科曼希望给
德容等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科曼已经表
态，梅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球员，但一切都
在球队的秩序之内，他不会给梅西特权。
科曼希望打破过去的情况，强调球队的纪
律，清除球队的特权等级。

那科曼的铁腕整治，能给巴萨带来成
功吗？有意思的是，专业的博彩公司并不
看好科曼在巴萨的前景，相关的数据也说
明了一切。比如某博彩公司给科曼在圣诞
节前的下课开出了 1 赔 2.4 的低赔。相比
之下，科曼 2021-2022赛季仍然担任巴萨主
帅是 1赔 2.7。

在科曼的执教生涯中，有几次短命的
执教经历。比如在埃因霍温，只执教了 15
个月，带队踢了 63 场比赛。在瓦伦西亚，
他更是只待了 5 个月，带球队踢 34 场比
赛。在阿尔克马尔，也只带了 7个月，球队
只踢 24 场比赛。在埃弗顿，他带队 16 个
月，执教 58 场比赛。2020-2021 赛季，巴萨
未能进入西甲前二的赔率为 1 赔 3.3，未能
进入前四是 1 赔 14，而夺得三冠王的赔率
高达 1比 26。

值得一提的是巴萨在转会市场上的碌
碌无为。尽管声称要大清洗，但是到目前
为止，巴萨只送走了拉基蒂奇一名球员，包
括乌姆蒂蒂、比达尔、布莱斯维特等传闻要
离队的消息，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包括科
曼宣布要送走的苏亚雷斯，依然还在队
内。在引进球员方面，都是上赛季早早确
定加盟的，包括特林康、皮亚尼奇等，范德
贝克则被曼联抢先签下，其他目标包括维
纳尔杜姆、德佩、劳塔罗等都没有进展。

从各种因素来看，巴萨想要在新赛季
扳倒皇马，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可能会再次
面临赛季无冠的窘境。

这个秋天，足坛最引人注目的事
件莫过于梅西的离队风波。在欧冠赛
场上 2比 8不敌拜仁，再加上西甲复赛
后丢了联赛冠军，梅西对巴萨的高层
已经失望至极，并且提出转会。虽然
最终因 7 亿欧元违约金，梅西宣布留
队，但他与俱乐部高层的关系已经跌
入谷底。本赛季基本上是梅西在巴萨
的最后一个赛季，从 2003 赛季 16 岁的
梅西首次代表巴萨一队出场算起，他
已经为巴萨效力了 17 年，不知道最后
一个赛季他将奉献怎样的表现。

值得一提是，新赛季的梅西，恐怕
失去特权。《世界体育报》披露，梅西和
科曼有过交流，梅西保证会将状态调整
到最佳。科曼则表达了对梅西的信任，

但也表示，希望球员们表现出忠诚。
《世界体育报》还指出，科曼已经

表态，梅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球员，但
一切都在球队的秩序之内，他不会给
梅西特权。

梅西的主力位置不可动摇，另一
位老臣布斯克茨恐怕要被牺牲。上赛
季的巴萨未能获得任何冠军奖杯，球
队的进攻线显然熄火，没有思路，只有
梅西和安苏·法蒂给出了一些火花。

《马卡报》认为，在科曼的新阵型中，在
巴萨一队踢了 12年的布斯克茨将被牺
牲。科曼希望球队跑动起来，拥有动
力。在荷兰国家队，在双后腰中靠前
的是维纳尔杜姆，这也是科曼希望巴
萨引进这位球员的原因。科曼希望中
场球员有冲击力，有力量。

如果无法引进维纳尔杜姆，那就用
皮亚尼奇或者库蒂尼奥，如果要加强进
攻，那就用梅西。对科曼来说不能动摇
的是边锋们要有纵深进攻能力，冲击对
方球门，而安苏·法蒂能满足这方面要
求。而 9 号位置，如果劳塔罗不来，那
就用格列兹曼。科曼不是一个一成不
变的教练，他会根据对手和自己队内的
情况调整阵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苏亚
雷斯在巴萨已经没有了位置，乌拉圭人
很可能加盟尤文图斯。

皇马能否完成卫冕，梅西在巴萨最后
一个赛季能否带领球队夺冠，都值得关
注。而西甲如果还有球队能搅局夺冠形势
的话，那只能是马竞和塞维利亚。

上赛季马竞仅获得联赛第四名，西蒙
尼依然没有在联赛中有所突破，距离他
们上次夺得联赛冠军已经过去整整六个
赛季。在新赛季里，马竞想要挑战皇马
的优势地位仍然不太可能。在转会市场
上，马竞目前没有任何消息，上赛季的阵
容得到保持，这就意味着进攻乏力的问
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全队进球最多的
是打进 12球的莫拉塔，其他如科雷亚、菲
利克斯都没有提供太多的火力支援。

塞维利亚上赛季拿到了欧联杯冠军，
今夏还从巴萨引进了拉基蒂奇。但这支
球队没有夺得西甲冠军的经验，在漫长
的赛季中，他们很难与皇马和巴萨这样
的豪门比拼。因此，新赛季的马竞和塞
维利亚虽然可以搅局，但要完成夺冠的
奇迹可谓难上加难。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
之前官方宣布，新赛季的西甲西乙将继
续采取单场每队可换五人，大名单人数
则继续采取 23人。此前的规则是单场换
三人，大名单则为 18人。

上赛季西甲由于受疫情影响，7月中旬
才刚刚结束。再加上皇马、巴萨、马竞、塞

维利亚和赫塔费这五支球队在 8月份参加
了欧战，埃尔切参加了升级附加赛。西甲
新赛季的首轮，安排了这三支球队两两对
话，并且全部延迟开战。皇马将从第二轮
开始，巴萨则将在第三轮开始赛季首战。

北京时间 9月 12日，西甲联赛新赛季
首场揭幕战在格拉纳达和毕尔巴鄂竞技
两支球队之间展开。西乙联赛首场比赛
将于同日开始，对战双方分别是莱加内
斯和拉斯帕尔马斯。连续八个赛季在欧
足联排名领先之后，西班牙足球俱乐部
在给球迷带来国内精彩赛事的同时，也
将再次证明他们在欧洲足坛的实力。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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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科曼科曼。。资料图资料图

梅西梅西。。资料图资料图

齐达内齐达内。。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