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阿内尔卡还在申花的泥潭里
茫然前行!他昔日的队友却已经登上
了欧洲之巅"""北京时间!月"#日凌
晨!凭借着德罗巴的关键一球!切尔
西在欧冠决赛中起死回生!$"%分钟&'

&战平坐镇主场的拜仁!并在最终的点
球大战中(#)胜出!首次夺得冠军杯$

!"#$%&

第*)分钟!当穆勒的进球让安联球
场陷入沸腾时!几乎没有人怀疑!占据
主场优势!占据场上优势的拜仁会最终
捧起冠军奖杯$拜仁主帅海因克斯也是
这么想的! 他立刻用范比滕换下穆勒!

摆出了防守的姿态$

然而神奇从第**分钟显现! 切尔西
全场的第一个角球!德罗巴就进球了$这
个几乎快被蓝军扫地出门的悍将用一个
势大力沉的头球轰开了诺伊尔的十指
关!也打开了切尔西起死回生的大门$

而事实上! 除了那个救命的头球之
外!也正是德罗巴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中
打进制胜的一球!成为了切尔西名副其实
的救世主$德罗巴自己也完成了对四年前
那场欧冠决战的救赎$

(年前的那个莫斯科雨夜! 德罗巴因
为掌掴维迪奇而被红牌罚下! 致使切尔西
错失了一次登上欧洲之巅的绝佳机会$

(年后的安联球场!德罗巴终于把未完
的故事重演了一遍$当踢进制胜点球之后!

如此强悍的德罗巴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情
感!流着泪飞奔向后场!与队友紧紧拥抱$

不过!比赛结束后!当拜仁球员无不沮丧地
倒在球场上!是德罗巴走上前去一一安慰这
些值得尊敬的对手$

'()*+,

德罗巴的进球把切尔西从悬崖边拉了回
来! 切赫在加时赛的神勇又再一次拯救了蓝
军!但当两队来到点球大战的生死台前!切尔
西似乎依然是不被看好的一方"""切尔西此
前在欧冠中连续两次遭遇点球大战! 结果全
部告负! 而拜仁的欧冠点球战绩则是(战(胜$

然而!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历史是用来改写
的$ &这一次!成功改写历史的是切尔西$ 点
球大战!拜仁主帅海因克斯可谓是排出了自己
认为的最强方案!队长拉姆首个主罚!接着又
是戈麦斯!结果!在前两轮中取得了"比&的领
先优势$而第三轮!门将诺伊尔的出场虽然让人
意外! 但他在两位门将的直接对话依然击败了
切赫!让拜仁取得了)比"的领先$ 然而!在三个
德国人之后!海因克斯安排了奥利奇出场!结果
他的射门被切赫神勇扑出! 切尔西挽回一线生
机!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点球情节再次发生了$

在决定胜负的第五位点球手上!拜仁派出的是德
国国脚施魏因施泰格!但德国人的点球优良传统
在此刻突然失效了! 切赫手指尖碰到了皮球!球
击中立柱后弹出! 小猪留给了德罗巴绝杀的机
会!而魔兽自然不会放过!比赛的第**分钟!他的
进球曾经挽救了切尔西! 但这最后一脚射门则直
接宣告了拜仁的死亡$ 前英格兰巨星莱因克尔曾
经说过!足球就是双方踢&"#分钟!然后德国人获
得胜利的运动$ 但这次!这句名言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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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分钟丢球'加时赛一度被判点球'点球
大战又率先罚丢! 切尔西的问鼎之路一路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然而最终却依然修成正果!冥冥之中
也有欧冠定律的护卫$ 胜切尔西者必夺欧冠!这是
从"##!年起命中率极高的一大定律$ 此前+年的冠
军如"##!年的利物浦'"##,年的巴萨'"##*年的曼
联'"##-年的巴萨'"#&#年的国米! 有!次都暗合此
律!概率可谓不低$ 而这次切尔西捧杯!则延续了另
一条类似定律#淘汰巴萨者拿冠军$ 从"##*年起!每
一年的冠军要么是巴萨自己! 要么是淘汰了巴萨的
队伍!今年的切尔西在半决赛将%宇宙队&请出局!最
终自己登上了欧洲之巅$而且本赛季蓝军夺冠之路尤
其神奇!更令人感叹也许真有命中注定一说$ 另一个
被延续的定律!是欧冠决赛的英德大战命数$ 在国家
队层面!德国队面对英格兰队占据上风!但令人奇怪
的是!俱乐部队交锋!却是英格兰人占尽优势$ 切尔西
对拜仁是欧冠决赛历史上第,次英德大战!最终总成绩
是英格兰俱乐部!胜&负( 除了&-+!年拜仁慕尼黑"比#

赢了利兹联外!德国球队其余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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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内尔卡还在申花的泥潭里
茫然前行!他昔日的队友却已经登上
了欧洲之巅"""北京时间!月"#日凌
晨!凭借着德罗巴的关键一球!切尔
西在欧冠决赛中起死回生!&"#分钟&'

&战平坐镇主场的拜仁!并在最终的点
球大战中(#)胜出!首次夺得冠军杯$

M")$%&

第*)分钟!当穆勒的进球让安联球
场陷入沸腾时!几乎没有人怀疑!占据
主场优势!占据场上优势的拜仁会最终
捧起冠军奖杯$拜仁主帅海因克斯也是
这么想的! 他立刻用范比滕换下穆勒!

摆出了防守的姿态$

然而神奇从第**分钟显现! 切尔西
全场的第一个角球!德罗巴就进球了$这
个几乎快被蓝军扫地出门的悍将用一个
势大力沉的头球轰开了诺伊尔的十指
关!也打开了切尔西起死回生的大门$

而事实上! 除了那个救命的头球之
外!也正是德罗巴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中
打进制胜的一球!成为了切尔西名副其实
的救世主$德罗巴自己也完成了对四年前
那场欧冠决战的救赎$

(年前的那个莫斯科雨夜! 德罗巴因
为掌掴维迪奇而被红牌罚下! 致使切尔西
错失了一次登上欧洲之巅的绝佳机会$

(年后的安联球场!德罗巴终于把未完
的故事重演了一遍$当踢进制胜点球之后!

如此强悍的德罗巴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情
感!流着泪飞奔向后场!与队友紧紧拥抱$

不过!比赛结束后!当拜仁球员无不沮丧地
倒在球场上!是德罗巴走上前去一一安慰这
些值得尊敬的对手$

V()k+,

德罗巴的进球把切尔西从悬崖边拉了回
来! 切赫在加时赛的神勇又再一次拯救了蓝
军!但当两队来到点球大战的生死台前!切尔
西似乎依然是不被看好的一方"""切尔西此
前在欧冠中连续两次遭遇点球大战! 结果全
部告负! 而拜仁的欧冠点球战绩则是(战(胜$

然而!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历史是用来改写
的$ &这一次!成功改写历史的是切尔西$ 点
球大战!拜仁主帅海因克斯可谓是排出了自己
认为的最强方案!队长拉姆首个主罚!接着又
是戈麦斯!结果!在前两轮中取得了"比&的领
先优势$而第三轮!门将诺伊尔的出场虽然让人
意外! 但他在两位门将的直接对话依然击败了
切赫!让拜仁取得了)比"的领先$ 然而!在三个
德国人之后!海因克斯安排了奥利奇出场!结果
他的射门被切赫神勇扑出! 切尔西挽回一线生
机!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点球情节再次发生了$

在决定胜负的第五位点球手上!拜仁派出的是德
国国脚施魏因施泰格!但德国人的点球优良传统
在此刻突然失效了! 切赫手指尖碰到了皮球!球
击中立柱后弹出! 小猪留给了德罗巴绝杀的机
会!而魔兽自然不会放过!比赛的第**分钟!他的
进球曾经挽救了切尔西! 但这最后一脚射门则直
接宣告了拜仁的死亡$ 前英格兰巨星莱因克尔曾
经说过!足球就是双方踢&"#分钟!然后德国人获
得胜利的运动$ 但这次!这句名言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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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分钟丢球'加时赛一度被判点球'点球
大战又率先罚丢! 切尔西的问鼎之路一路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然而最终却依然修成正果!冥冥之中
也有欧冠定律的护卫$ 胜切尔西者必夺欧冠!这是
从"##!年起命中率极高的一大定律$ 此前+年的冠
军如"##!年的利物浦'"##,年的巴萨'"##*年的曼
联'"##-年的巴萨'"#&#年的国米! 有!次都暗合此
律!概率可谓不低$ 而这次切尔西捧杯!则延续了另
一条类似定律#淘汰巴萨者拿冠军$ 从"##*年起!每
一年的冠军要么是巴萨自己! 要么是淘汰了巴萨的
队伍!今年的切尔西在半决赛将%宇宙队&请出局!最
终自己登上了欧洲之巅$而且本赛季蓝军夺冠之路尤
其神奇!更令人感叹也许真有命中注定一说$ 另一个
被延续的定律!是欧冠决赛的英德大战命数$ 在国家
队层面!德国队面对英格兰队占据上风!但令人奇怪
的是!俱乐部队交锋!却是英格兰人占尽优势$ 切尔西
对拜仁是欧冠决赛历史上第,次英德大战!最终总成绩
是英格兰俱乐部!胜&负( 除了&-+!年拜仁慕尼黑"比#

赢了利兹联外!德国球队其余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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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胜负的第五位点球手上!拜仁派出的是德
国国脚施魏因施泰格!但德国人的点球优良传统
在此刻突然失效了! 切赫手指尖碰到了皮球!球
击中立柱后弹出! 小猪留给了德罗巴绝杀的机
会!而魔兽自然不会放过!比赛的第**分钟!他的
进球曾经挽救了切尔西! 但这最后一脚射门则直
接宣告了拜仁的死亡$ 前英格兰巨星莱因克尔曾
经说过!足球就是双方踢&"#分钟!然后德国人获
得胜利的运动$ 但这次!这句名言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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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分钟丢球'加时赛一度被判点球'点球
大战又率先罚丢! 切尔西的问鼎之路一路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然而最终却依然修成正果!冥冥之中
也有欧冠定律的护卫$ 胜切尔西者必夺欧冠!这是
从"##!年起命中率极高的一大定律$ 此前+年的冠
军如"##!年的利物浦'"##,年的巴萨'"##*年的曼
联'"##-年的巴萨'"#&#年的国米! 有!次都暗合此
律!概率可谓不低$ 而这次切尔西捧杯!则延续了另
一条类似定律#淘汰巴萨者拿冠军$ 从"##*年起!每
一年的冠军要么是巴萨自己! 要么是淘汰了巴萨的
队伍!今年的切尔西在半决赛将%宇宙队&请出局!最
终自己登上了欧洲之巅$而且本赛季蓝军夺冠之路尤
其神奇!更令人感叹也许真有命中注定一说$ 另一个
被延续的定律!是欧冠决赛的英德大战命数$ 在国家
队层面!德国队面对英格兰队占据上风!但令人奇怪
的是!俱乐部队交锋!却是英格兰人占尽优势$ 切尔西
对拜仁是欧冠决赛历史上第,次英德大战!最终总成绩
是英格兰俱乐部!胜&负( 除了&-+!年拜仁慕尼黑"比#

赢了利兹联外!德国球队其余全败$

!!""

当阿内尔卡还在申花的泥潭里
茫然前行!他昔日的队友却已经登上
了欧洲之巅"""北京时间!月"#日凌
晨!凭借着德罗巴的关键一球!切尔
西在欧冠决赛中起死回生!&"#分钟&'

&战平坐镇主场的拜仁!并在最终的点
球大战中(#)胜出!首次夺得冠军杯$

M"#l%&

第*)分钟!当穆勒的进球让安联球
场陷入沸腾时!几乎没有人怀疑!占据
主场优势!占据场上优势的拜仁会最终
捧起冠军奖杯$拜仁主帅海因克斯也是
这么想的! 他立刻用范比滕换下穆勒!

摆出了防守的姿态$

然而神奇从第**分钟显现! 切尔西
全场的第一个角球!德罗巴就进球了$这
个几乎快被蓝军扫地出门的悍将用一个
势大力沉的头球轰开了诺伊尔的十指
关!也打开了切尔西起死回生的大门$

而事实上! 除了那个救命的头球之
外!也正是德罗巴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中
打进制胜的一球!成为了切尔西名副其实
的救世主$德罗巴自己也完成了对四年前
那场欧冠决战的救赎$

(年前的那个莫斯科雨夜! 德罗巴因
为掌掴维迪奇而被红牌罚下! 致使切尔西
错失了一次登上欧洲之巅的绝佳机会$

(年后的安联球场!德罗巴终于把未完
的故事重演了一遍$当踢进制胜点球之后!

如此强悍的德罗巴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情
感!流着泪飞奔向后场!与队友紧紧拥抱$

不过!比赛结束后!当拜仁球员无不沮丧地
倒在球场上!是德罗巴走上前去一一安慰这
些值得尊敬的对手$

V6#k+,

德罗巴的进球把切尔西从悬崖边拉了回
来! 切赫在加时赛的神勇又再一次拯救了蓝
军!但当两队来到点球大战的生死台前!切尔
西似乎依然是不被看好的一方"""切尔西此
前在欧冠中连续两次遭遇点球大战! 结果全
部告负! 而拜仁的欧冠点球战绩则是(战(胜$

然而!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历史是用来改写
的$ &这一次!成功改写历史的是切尔西$ 点
球大战!拜仁主帅海因克斯可谓是排出了自己
认为的最强方案!队长拉姆首个主罚!接着又
是戈麦斯!结果!在前两轮中取得了"比&的领
先优势$而第三轮!门将诺伊尔的出场虽然让人
意外! 但他在两位门将的直接对话依然击败了
切赫!让拜仁取得了)比"的领先$ 然而!在三个
德国人之后!海因克斯安排了奥利奇出场!结果
他的射门被切赫神勇扑出! 切尔西挽回一线生
机!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点球情节再次发生了$

在决定胜负的第五位点球手上!拜仁派出的是德
国国脚施魏因施泰格!但德国人的点球优良传统
在此刻突然失效了! 切赫手指尖碰到了皮球!球
击中立柱后弹出! 小猪留给了德罗巴绝杀的机
会!而魔兽自然不会放过!比赛的第**分钟!他的
进球曾经挽救了切尔西! 但这最后一脚射门则直
接宣告了拜仁的死亡$ 前英格兰巨星莱因克尔曾
经说过!足球就是双方踢&"#分钟!然后德国人获
得胜利的运动$ 但这次!这句名言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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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又率先罚丢! 切尔西的问鼎之路一路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然而最终却依然修成正果!冥冥之中
也有欧冠定律的护卫$ 胜切尔西者必夺欧冠!这是
从"##!年起命中率极高的一大定律$ 此前+年的冠
军如"##!年的利物浦'"##,年的巴萨'"##*年的曼
联'"##-年的巴萨'"#&#年的国米! 有!次都暗合此
律!概率可谓不低$ 而这次切尔西捧杯!则延续了另
一条类似定律#淘汰巴萨者拿冠军$ 从"##*年起!每
一年的冠军要么是巴萨自己! 要么是淘汰了巴萨的
队伍!今年的切尔西在半决赛将%宇宙队&请出局!最
终自己登上了欧洲之巅$而且本赛季蓝军夺冠之路尤
其神奇!更令人感叹也许真有命中注定一说$ 另一个
被延续的定律!是欧冠决赛的英德大战命数$ 在国家
队层面!德国队面对英格兰队占据上风!但令人奇怪
的是!俱乐部队交锋!却是英格兰人占尽优势$ 切尔西
对拜仁是欧冠决赛历史上第,次英德大战!最终总成绩
是英格兰俱乐部!胜&负( 除了&-+!年拜仁慕尼黑"比#

赢了利兹联外!德国球队其余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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