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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托奥贡献两个进球和两次助攻!梅
西梅开二度!劳尔梅开二度!欧冠第

$

轮小
组赛昨晨盛行个人英雄主义" 但也有上演
帽子戏法仍然输球的悲情英雄"

国际米兰主场迎战热刺!

%&$

的比分
可谓惊心动魄"埃托奥开赛仅

'(

秒就传出
好球!萨内蒂为国米首开纪录" 第

(

分钟!

比亚比亚尼突入禁区被热刺门将戈麦斯铲
倒!红牌加点球" 替补门将库迪奇尼匆忙上
阵!埃托奥主罚命中" 第

)%

分钟!埃托奥再度
妙传!斯坦科维奇把比分改写成

*+,

" 第
$-

分钟!埃托奥为国米攻入第
%

球"

比赛没有进入垃圾时间!热刺至少还
有贝尔在战斗" 第

-"

分钟!贝尔单骑闯关
连过三人!左脚低射扳回一球"第

',

和第
')

分钟!贝尔又连入两球" 三轮战罢!国米积
.

分排名
!

组榜首!热刺积
/

分名列第二"

巴塞罗那主场以
01,

击败
2

组黑马哥
本哈根!梅西包办两个进球"巴萨积

.

分升
至
2

组第一" 第
3'

分钟!伊涅斯塔在禁区弧
顶横传!梅西左脚抽射势大力沉!皮球直
挂球门左上角"巴萨第二个进球直到第

'4

分钟才姗姗来迟!梅西射门被挡出!阿比
达尔左路传中!梅西跟进射门得分"

严重减员的曼联幸好还有纳尼" 第
.

分钟!纳尼左脚轰出一记世界波!帮助# 红
魔$在主场以

)5,

战胜弱旅布尔萨% 曼联
积
.

分排名
6

组第一!格拉斯哥流浪者和瓦
伦西亚分别以

-

分和
%

分排在第二和第三"

沙尔克主场
$73

击退特拉维夫工人"

第
$

分钟!劳尔单刀赴会射门得分"第
-(

分
钟!拉基蒂奇左路横传!劳尔右脚推射把
比分变成

489

" 第
:.

分钟!蒿俊闵替补出
场!成为继孙祥和董方卓之后第三位亮相
欧冠赛场的中国球员"

3

分钟后!蒿俊闵策
动了沙尔克第三个进球! 他在右路传中!

拉基蒂奇在禁区前横敲!胡拉多射门击中
门柱弹入球网" 伤停补时阶段!谢赫特为
客队扳回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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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烽火
'

人家进俩就能赢
贝尔戴帽也没用

鲁尼公开表态不与曼联续约 致爵爷最深切的歉意

我知道我欠弗格森一大笔债

# 我很有兴趣听到弗格森爵士昨天所说的
话!并为此感到惊讶% 那是绝对真实的!如他所
说!我的经纪人和我与俱乐部就我的续约问题
展开了多次谈判% 那些谈判都发生在

(

月份!我
要求俱乐部继续引进那些世界顶尖球员% $

# 我完全尊重曼联! 特别是在过去的六年
里!我很幸运的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怎么会
对曼联梦幻般的历史熟视无睹呢( 对我来说!

一切都是关乎赢得冠军!就像俱乐部在弗格森
爵士率领下所做到的那样% 因为那些原因!我
认为我所问的那些问题 ) 引进世界顶级球员*

是很合理的" $

+ 尽管近来遇到了很多麻烦! 但我知道我
将一直亏欠阿莱克斯,弗格森一大笔债" 他是
一名伟大的主帅和可信赖的人!自从我年仅

3(

岁!他从埃弗顿签下我的那天开始!他就一直
帮助和支持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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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下一个核心

鲁尼正式发表离队宣言后! 关于他
的新东家的猜测就成为英媒体这两天乐
此不疲的事情" 曼联小胖潜在的新东家!

无外乎曼城-切尔西-皇马-巴萨% 而据著
名博彩公司威廉希尔报道! 从赔率上来
说!鲁尼去曼城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切
尔西-皇马!这四队中概率最小的是已经
拥有了梅西和比利亚的巴萨%

弗格森担心鲁尼和曼城已经达成加
盟协议!他更倾向于将鲁尼卖到国外!但
鲁尼的妻子科琳却不想让鲁尼出国踢
球% 巴萨主帅瓜迪奥拉已经明确表达了
对鲁尼的欣赏!但他们

4-,,

万镑的报价!

曼联高层肯定不能接受%

相对而言! 今夏贷款
3;-

亿欧元用以
支付球员工资的巴萨! 财政状态并非很
理想!因此!客观分析!巴萨得到鲁尼的
概率在这四队中确实是最小的%

再来看皇马!. 每日邮报/称!皇马可
能会用本泽马或伊瓜因加少量的现金交
换鲁尼" 而皇马主帅穆里尼奥今夏在被
问及他最想执教哪名球员时!直言不讳!

+ 那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000鲁尼" $但
在前天! 穆里尼奥在被问到鲁尼的问题
时如此表示!+ 我认为他将会留下! 但如
果曼联最终决定卖掉他时! 记得给我一
个电话" 当然!每个人都感兴趣!但我不
认为那会发生" $

曼城倒是有钱!也很有决心" . 每日
星报/称!曼城准备每年为鲁尼提供

4:99

万镑!具体是周薪
<9

万镑!外加每周
49

万
镑的肖像使用费" 此外!鲁尼还与耐克-

诺基亚和可口可乐签了很多代言合同!

通过这些丰厚的代言! 他可以拿到数目
可观的代言费"但昨天!曼城主帅曼奇尼
表示!对冬季引进鲁尼不感兴趣"

. 每日邮报/称!事实上!切尔西在至
少一个月前就已经察觉出了鲁尼的不
满! 而阿布也已许诺安切洛蒂资金引进
鲁尼" 阿布不可能为鲁尼支付

4-

万甚至
是
<9

万英镑的周薪!他甚至不会为鲁尼提
供超过

):

万镑的周薪!但鲁尼公告声明他
在乎的是俱乐部的雄心而非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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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切尔西-皇马-巴萨

诸侯疯抢!鲁尼情归何处

分
析

北京时间
)9

月
4)

日凌晨!鲁尼首次
官方确认将不会与曼联续约" 鲁尼为此
特意发表公告! 回应了弗格森爵士昨天
的言论!并确认他将会离开老特拉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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