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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仁慕尼黑
击退大巴黎

竞彩让球推荐：0

?口推荐：毕尔巴鄂

皇家社会 平半 毕尔巴鄂

竞彩不让球推荐：3

?口推荐：拜仁慕尼黑

指数诱下，东京FC可保不败

拜仁慕尼黑 半球 巴黎圣日耳曼

在长谷川健太执教下的东京FC，一

直是J联赛的异类———以稳为主，在防守

方面力争做到极致。 不过这赛季，东京

FC球风略有改变， 联赛前7场居然场场

失球，而且对手中还有仙台七夕、湘南海

洋这样的降级热门。

东京FC的“变脸”，主要在于长谷川

健太对于防线的调整。4123这个阵型，球

队已经连续使用多年，防线最大的变化

在于队长森重真人被上提至后腰位置，

而核心中卫的角色交给了24岁的渡边

刚，而另一中卫由于黎巴嫩人奥马里和

同为22岁的冈崎慎、莲川壮大轮番出任。

但奥巴里略显冒失，后二人又缺乏经验，

这也导致东京FC屡屡丢球。

但长谷川健太没有放弃这次变阵，

一来他看中渡边刚的潜力，二来森重改

当后腰后确实加强了中场的抢截能力，

同时也将森重的进攻能力最大化。 这也

是一种赌博，以加强进攻作为削弱防守

的补偿。 从实战看，东京FC的中前场确

实优于前几个赛季，奥利维拉、阿代尔顿

等外援与全队配合默契，进攻型中场东

庆悟已经走出上赛季重伤的阴影，而锋

线新人田川亨介本赛季涨球明显，状态

火热。 另一方面，随着比赛深入，渡边刚

与身边搭档完成磨合后，东京FC恢复完

善的防守体系只是时间问题。 就上一轮

0比0逼平本赛季状态出色的名古屋逆戟

鲸一战看，东京FC防线打出了本赛季最

好的表现，与此同时，球队在客场的进攻

表现也不错，甚至略好于主队名古屋。

东京FC周三将在主场出战札幌冈

萨多。冈萨多是一支典型的神经刀球队，

既能打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胜、连胜，也

时常输得很脆。就近况而言，札幌攻击线

状态不错， 在过去3场正式比赛 （2场联

赛、1场联赛杯）中打进10球，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联赛杯5比1横扫鸟栖一战，明显

对手对联赛杯兴趣不大，而札幌却派出

了9位联赛主力先发， 双方心态并不对

等。而札幌的防线问题也一直没有改善，

对神户一战能在3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

手大翻盘，就说明了这支队一直没有改

变“本色”。

本场比赛的初始亚洲指数仅为平

手盘，相当诡异。 不过J联赛在开局阶段

一直存在亚洲指数离谱或变化趋势离奇

的问题。 本场离奇指数在没有特殊事件

发生的情况下，不排除诱下可能性。综上

所述，本场比赛看好东京FC不败。

拜仁慕尼黑vs巴黎圣日耳曼

拜仁慕尼黑在上周末的德甲联赛

榜首大战中击败莱比锡红牛，积分差距

上也拉大到7分， 现在球队完全有机会

将重心转移到欧冠联赛中，对于巴黎圣

日耳曼这样的对手，拜仁慕尼黑的主场

势必希望先声夺人占据主动。巴黎圣日

耳曼上周末的法甲联赛主场爆冷不敌

里尔，球队受到伤停影响在法甲联赛中

的表现有些起起伏伏，不过球队在法甲

的超班实力还是完全有机会追上来，而

做客拜仁慕尼黑也可能是球队在联赛

中留力的缘由。本场比赛欧洲平均赔率

给出1.911、3.886、3.675的数据， 平赔和

客胜指数之间的搭配十分接近，调整中

客胜指数出现明显的小幅度拉高，对位

的主胜指数在后市的下滑走势明显，居

中的平赔指数整体水平有小幅度协调

性的拉高。盘口方面给出主让半球的中

水，上盘可博。

皇家社会vs毕尔巴鄂

皇家社会近期在联赛中连续两场

是主客场两连败，球队上轮联赛更是遭

巴塞罗那大比分血洗，目前球队在欧联

杯资格的争夺中并无太多的优势，球队

的成绩很大的瓶颈取决于球队锋线上

的表现。毕尔巴鄂上轮联赛主场和埃瓦

尔言和收场， 球队自3月初主场取胜格

拉纳达以后， 已经是近3轮联赛未尝胜

绩，球队的防守表现尚可，但进攻线上

攻击乏力。本场比赛欧洲平均赔率给出

2.201、3.165、3.478的数据， 三组数据之

间的分布压缩在窄小的范围内，主胜指

数在后市的调整中出现小幅度拉高，对

位的客胜指数在调整中整体水平出现

明显的下滑，平赔指数在后市的调整中

出现小幅度下滑。盘口方面给出主让平

半的中水，上盘恐难胜。

皇家社会欲洗刷惨败巴萨耻辱
周四凌晨， 西甲有好戏为大家上演，

届时由皇家社会主场迎战毕尔巴鄂。 皇家

社会近年来踢毕尔巴鄂的战绩还是相当

有优势的，球队近6次与后者交锋赢足5战，

胜率超过八成，往绩能够给予皇家社会充

足信心， 加上毕尔巴鄂近期表现难言理

想，两队相比之下，此番看好坐拥主场优势

的皇家社会重返胜轨。

相信皇家社会对毕尔巴鄂并不陌生，

因为他们上仗才在西班牙杯较量过，该场

比赛是上届西班牙杯决赛 (?期至上周日

进行)， 其间两队在上半场踢得都较为谨

慎，终场哨声响起，皇家社会也迎来了他们

久违的冠军奖杯，时隔33年，球队终于在他

们的“冠军空窗期”中添了一笔，这个冠军

对于他们意义非凡，士气水涨船高。 讲回

联赛方面， 虽然球队近2轮赛事都遭遇失

利，表现并不是太理想，不过难掩皇家社会

此前斩获4胜3平的不败战绩。 此役面对曾

经的手下败将且近况并不稳定的毕尔巴

鄂，皇家社会誓要全力以赴夺胜，以洗刷

上轮联赛惨败巴萨之辱。

作为上届西班牙杯决赛的另一位主

人公毕尔巴鄂，这是球队近年来第4次踢

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其间全部无缘冠军，

球队士气深受打击， 不知道何时才能缓

过来。 不过毫无疑问毕尔巴鄂也创造了

其杯赛纪录， 球队将成为首支14天内踢2

次西班牙杯决赛的球队， 但是和皇家社

会相比， 本届对手是实力更胜一筹的巴

塞，毕尔巴鄂胜算并不大。看回联赛，球队

近期西甲表现也是不尽如人意，过去6轮

联赛仅取得1场胜绩，胜率不足两成，而且

上轮主场面对鱼腩球队埃瓦尔竟然爆冷

与之打成平手，令球迷大失所望。 加之他

们本赛季客战争胜能力颇为不足， 毕尔

巴鄂自去年10月初至今12次做客只赢过1

战。 综上所述，不擅客战的毕尔巴鄂是役

挥军出征难有作为。

竞彩不让球推荐：3、1

?口推荐：东京FC

东京FC 平手 札幌冈萨多

沈
雷

︽
文
汇
报
︾
体
育
部
主
任

皇家社会 平半 毕尔巴鄂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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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推荐：皇家社会

波尔图不争馒头争口气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抽签， 外界都把

波尔图看做是一份甜点，果然，葡萄牙足

球名宿富特雷抽签后称， 他的消息源告

诉他， 切尔西方面抽到波尔图后非常高

兴， 潜台词就是蓝军没有把葡萄牙球队

放在眼里，认为晋级已经是板上钉钉。

我想这样的话很显然会刺激到波

尔图方面，毕竟波尔图也是一支有很丰

富欧冠经验的球队，他们此前淘汰了尤

文图斯晋级，这虽然有斑马军团本赛季

整体表现欠佳的原因，但对于波尔图来

说，这样的以弱胜强还是可以给他们提

供很好的心理暗示，他们还是有能力和

豪门一较高下。

当然，现实对于波尔图来说，还是

有一定难度，两回合对阵尤文图斯有很

好表现的伊朗前锋塔雷米需要停赛，同

样停赛的还有防守型中场塞尔吉奥·奥

利维拉。不过波尔图的优势就是联赛冠

军早早没希望了，现在只需要守住下赛

季欧冠席位就可以了， 这个难度不大。

上周末他们轮换阵容2比1小胜圣克拉

拉。

切尔西相比之下就需要双线作战

了，他们联赛争四形势并不好，上周末

对阵保级希望不大的西布罗姆维奇，结

果先进一球情况下吃到红牌，然后之前

在图赫尔手下牢不可破的后防线突然

崩溃，被西布罗姆维奇打进5球最终是2

比5惨败而归。 现在切尔西落后第四名

西汉姆联1分， 仅比热刺和利物浦多2

分，四家球队争夺第四，我觉得切尔西

没多大胜算。

具体到本场比赛，坎特和普利西奇

还将继续缺席， 亚伯拉罕能否出场待

定， 切尔西中前场同样受到一定的损

失，如果波尔图后防线以佩佩为首可以

拿出比较好的状态，我觉得无论是哈弗

茨还是维尔纳，都很难有把握做到能够

破门。

机构给了切尔西让半一的数据，幅

度比尤文图斯做客的半球还要深，我觉

得切尔西刨除上周末对西布罗姆维奇

的失常， 其他比赛还是发挥比较稳定。

但波尔图集中火力单线作战，再加上首

回合的优势，我认为切尔西想要客场赢

球难度也很大， 本场比赛看好主队不

败，竞彩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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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图 受半一 切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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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推荐：波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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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仁 半球 巴黎圣日耳曼

大巴黎有望全身而退
上周末德甲 、 法甲各自迎来一

场榜首大战 ， 但两场比赛的结果却

是让拜仁和巴黎的联赛处境截然不

同。 拜仁这边在客场力擒莱红牛之

后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 7分 ，本赛

季联赛卫冕的几率大增 。 而巴黎这

边在主场负于里尔之后 ， 不仅联赛

领头羊的位子被后者取代 ， 而且比

赛中内马尔还吃到红牌 ， 虽说这张

红牌并不会让他缺席本场欧冠对阵

拜仁的比赛 ， 但多少还是会让外界

感觉到 ， 眼下这两支队伍之间的差

距。

作为上赛季欧冠冠亚军的对决，

原本主场作战的拜仁市场关注度就

会更高一些 ， 但随着莱万的受伤缺

席 ， 可能拜仁这边的热度会相对显

得有限 ， 但在经历过上周末的两场

榜首大战之后 ， 这个比赛或许在不

少人看来 ， 还是拜仁这边的取胜可

信度更高，毕竟跟上赛季同期相比 ，

拜仁依旧还是那么强势 ， 尤其是他

们的主场不管联赛还是欧冠都显得

那样的无懈可击 ， 而巴黎这边则相

对弱势很多 ， 无论联赛还是欧冠多

少都有些磕磕绊绊 ， 因此在这样的

情况下 ， 显然还是拜仁这边更符合

市场的预期。

但笔者在这边需要明确指出两

点，首先作为欧冠的淘汰赛，机构给出

的数据大多都会比较谨慎， 而本场拜

仁在早盘阶段的数据变化， 我们应当

引起重视， 毕竟这个是实打实的淘汰

赛首回合较量。 其次莱万的缺席对于

眼下的拜仁来说，虽然谈不上是灾难，

但影响肯定是有的， 其实这点在上周

末对阵莱比锡的比赛中， 多少也可以

看出一些端倪， 顶替莱万的莫廷尽管

显得兢兢业业， 但跟真正的拜仁枪王

相比，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相信

这一点在跟真正强队过招的时候，会

显得更加突出。 因此这个比赛笔者更

加倾向于大巴黎有望在首回合全身而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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