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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卡
报》把“最差
的马德里”放
在 了 头 条 ，
《阿斯报》的
头版则是“皇

马在阿诺塔球场自杀”，“皇马喉舌”认为
球队在2球领先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踢球
了。在赛后接受《马卡报》采访时，队长卡
西利亚斯说，“我们必须要在比赛中随时
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不仅是防守上出了问
题。”

在哈维·阿隆索和迪马利亚相继离队
之后，安切洛蒂的球队在中场控
制和穿透力上显得有些欠缺。中
场组织者托尼-克罗斯全场比赛

完成了61次传球，这一数据是他入主伯
纳乌球场之后单场最低的一次，皇马在领
先后一度出现场面失控的情况。

阿隆索的离去对皇马的影响可能还
不仅停留在战术层面，出道于皇家社会的
哈维·阿隆索骨子里有着巴斯克人的硬
朗，他在场上的每一次跑动和铲抢都是对
球队士气的极大鼓舞。伊斯科、摩德里奇
和托尼·克罗斯都更像是技术优雅的传球
手，但是当面对逆境的时候，球队更需要
巴斯克人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赛后安
切洛蒂告诉《马卡报》，“在踢了半小时好
球后输掉最后的比赛不是因为某个球员
离开的原因，这场失利不会改变我们在转
会市场上的想法，但是有一些事必须得做
出改变了。”

当第11分钟，贝尔的进球一度帮助皇马在阿诺塔球场两球领先的时候，谁会想到皇家社会在昨天的
比赛中以42取胜？这是足球的魅力，却让皇马球迷感到绝望。在一周之内连续卖掉迪马利亚和哈维·

阿隆索，虽然皇马全队的身价仍高达6.59亿欧元，但“银河战舰”似乎成了近年来最弱的那支皇马。

“安切洛蒂发出S.O.S的
信号！”赛前《马卡报》推出了
这样的头条，说皇马本赛季的
阵容是10年来人数最少的阵
容，此前口口声声表示不需要
引援的安切洛蒂，现在却要求
俱乐部抓住最后的时间引
援。而西甲第二轮，皇马客场
惨败给皇家社会，让皇马高层
也认识到加强阵容的重要性，
要知道，在C罗缺阵的情况下，
安切洛蒂只能招入二队的劳
尔·德·托马斯填充名单。好
在比赛当天好消息传来，皇马
已经基本敲定了“小豌豆”埃
尔南德斯的租借事宜。

昨晚，皇马官方宣布租借
曼联前锋埃尔南德斯，这名墨
西哥射手将租借伯纳乌一个
赛季，皇马赛季末拥有优先购
买权。据西班牙媒体报道，皇
马将支付200万欧元的租借
费，与此同时皇马拥有 2000
万欧元的买断条款。

今年26岁的埃尔南德斯
自2010年加盟曼联以来，为
红魔出场154场比赛打进59
粒进球，跟随曼联赢得两次联
赛冠军、三次社区盾杯冠军。
上赛季埃尔南德斯为曼联在
联赛中出场855分钟，各项赛
事出场1435分钟，共打进9粒
进球。 江川

对皇家社会的比赛，由于C罗缺阵，
原本是贝尔和J罗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

这次，贝尔依然取得了进球，但他的
进球未能帮助球队获胜。比赛第11分
钟，莫德里奇右路拿球强突将球横传到中
路，贝尔停球摆脱上抢的对方后卫贝尔加
拉，左脚低射将球打入近角。但此后比赛
的重点变成了皇家社会利用定位球轰炸
皇马球门，贝尔除了反击中有过两次射
门，并未有太多的表现。虽然贝尔在赛后
的得分是皇马球员中最高的，但他距离领
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贝尔差强人意，J罗在《马卡报》的赛
后打分中只获得了可怜的4分，仅高于替
补出场的阿韦洛亚。不是说J罗有失水
准，只是J罗与转会费8000万欧元并不
相称，特别是当他的身后披着路易斯-菲
戈、普斯卡什等皇马传奇的10号球衣。

截至目前，除了西班牙超级杯首回合
的进球外，J罗在各项赛事中还没有任何
斩获。与罗德里格斯同期加盟皇马的托
尼-克罗斯在西甲联赛里已有过2次助
攻，而哥伦比亚人的这一数据还没实现0
的突破。J罗何时才能取得突破？ 王文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资深诚信陈律师15981981833
●婚查取证找人 13290900023
●高效婚查找人取证55007873
要账专家 86169619
神速 18137889110
★诚信收账★
专业律师团队 15093366331
保密婚查专线 18736075371
《律师★清债》
专收找不到人 18768887110
《律师★清债》
诚信专业 13283818110成付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 13939006684 成付

13015506677成收
■诚速要账■
成功收费 18538729110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律师策划，找不到欠

款人勿扰，一次合作，终身

朋友。唯一专线15093301233
■讨债专家■
我司拥有二十年收账经验、

合法、快速安全，专清：工程款

单位欠款现金借款，专办大案

现金收购欠条、三天找到人、

婚查取证0371-53756658
■现金收债■
专业清债队伍，快速出击，

老赖无处可藏，现金收购欠

条。全国热线 15514508239
15617655118纠纷
电话 15538156663
快速收账

专办工程款、个人借款等当天

见效，面向全国13071022966
热线 15538250011
收账 15515555552

讨债 15603903339
要账 18530952323
专业律师清债
事成收费 15517177110
专业团队清账
工程款个人欠款13071023377
专治老赖 87508123
追账 15936277788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价注册代账 13693719897
●低价注册增资 15937198373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免费快办公司 87533558
●QS生产许可●环评63910208
●企标●QS证专办13783528942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免费公司注册记账63569525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投资金融资产专办60107455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价低 13140015678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61350555
●代理记账出口退税65771569
●投资、资产管理专办55521233
●超低快办公司 15517559996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账13592684668
●建筑劳务资质 13071018226
●免费注册公司65251888
●工商注册王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金融服务投资专办66060656
●招标拍卖咨询 13592613936
●13838389446医疗器械工商

●专办医疗器械资质65740123
注册 68268888
投资 68268888
“办全省资质”
房建●装饰●劳务●房地产

物业●医疗 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 66364166
低价电力物业园林 66364266
高效诚信 ,不成退款

“全省■资质”
房建●装修●劳务 87093200
房地产●物业 15538198615
低价办公司

资深代理记账机构 86107088

【资质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 56755092
房产●园林●水利 56755093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 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 86099288
装饰幕墙◆智能化 86099688
承装●承修●承试 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14年真诚服务！

■全省资质■
房建◆市政◆水利 55029350
钢构◆机电◆门窗 55029351
房地产◆公路◆防腐55029352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 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 86172662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 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 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 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 63697099
14年真诚服务！

财税咨询■策
划 65771569

投资金融资产
注册开办运营指导 55815178

低价记账 86120800
全省资质专办
土建●装修●园林 53310629
水利●防腐●照明 53310628
市政●环保●送变电53310627
路桥●机电●钢结构53310626
矿山●门窗●电监会53310625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大额增资

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65901419、65901473

抵押贷款

●房车抵押当天放款60688896
银丰典当行

黄铂金钻石名表车辆房产按

揭房 66210936/39、67269860、
86085562/02、6460891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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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索走了 中场球风不够硬

C罗不在 贝尔、J罗没能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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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租借曼联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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