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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落幕曼城卫冕冠军

97 分，利物浦刷新了队史的积分
新高。自英超创办27年来,97分仍不能
夺冠的赛季只有两次，一次是去年的曼
城百分登顶，另一次就是今年曼城的
98 分卫冕成功。也就是说，利物浦成
为了英超历史上最高分的亚军，而这也
是五大联赛历史上的最高分亚军。

作为本赛季的冬季冠军，利物浦一
度让人看到球队首次登顶英超的希望。
在第28轮结束后，利物浦 （69分） 仍
领先曼城（68分）一分。

整个赛季只输一场却没能夺冠，不
少利物浦球迷都感到非常遗憾，甚至忍
不住想倒退回到“2分制”时代——如
果赢球还是积分为 2，而非积分为 3，
那么67分的利物浦反倒可以力压66分
的曼城夺冠。

话说回来，与其抱怨同城死敌、抱
怨积分规则,还不如从自身找原因。利
物浦唯一的失利究竟输给了谁？答案正
是曼城。第21轮，利物浦在客场以1∶
2 负于曼城。在一场“6 分大战”中以
失利收场，最终把冠军奖杯让给竞争对
手，真的怨不得别人。本赛季的两回合
交手，曼城对利物浦一胜一平。可以
说，曼城就是凭借直接对话中占据的上
风笑到了最后。

欧洲超级杯和世俱杯也稳了

当然，曼城卫冕英超冠军只是为
“英超盛世”锦上添彩。此前，两大杯
决赛最多只有3队出自同一联赛。本赛
季，热刺与利物浦会师欧冠决赛，阿森
纳与切尔西对决欧联杯决赛，“欧战”
历史上，四队都来自一个联赛是第一
次，英超“众望所归”地创造了历史。

因为英超球队包围了两大杯，今年
8 月的欧洲超级杯也必然是“英超内
战”。换句话说，这个夏天的“英超内
战”已经预约了三场。只不过,究竟哪

两支球队会去伊斯坦布尔的沃达丰竞技
场参加欧超杯，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另外，在世俱杯赛场上，欧洲球队
的统治力历来强大。最近 10 年的世俱
杯，只有一次让南美球队夺冠，即
2012 年的科林蒂安。在 2012 年的世俱
杯决赛中，科林蒂安以 1∶0 击败了切
尔西。

只要保持专注，热刺和利物浦都具
备碾压南美解放者杯冠军的能力。顺利
赢得世俱杯的话，那么 2019 年足坛最
成功的联赛就非英超莫属。

奖金分配促进英超良性循环

本赛季，英超球队取得如此佳绩，
得益于其六强争霸格局和中游队强悍造
成的高强度竞争，在这严酷的生存环境
中，英超球队经历了诸多恶仗和硬仗，
其训练强度和抗压能力得到了“野蛮生
长”。其背后的物质基础则是英超的高
度职业化所带来的俱乐部高收入，毕竟
职业联赛拼人才也拼金钱，这点在刚刚
公布的英超各队季终奖金分配榜上体现
得尤其充分。

占据奖金榜前八位的依次是利物
浦、曼城、切尔西、热刺、曼联、阿森
纳、狼队和埃弗顿，这与本赛季英超最
终排名大体相同，但多少有些差别。曼
城1.48亿英镑的总奖金，只比利物浦的
1.49亿英镑略少，英超亚军才是奖金榜
的老大，冠军则是老二。第七的狼队也

比第八的埃弗顿略少。不过这个奖金与
成绩大体一致，还是反映出成绩与收入
成正比的趋势。

英超奖金具体由三个部分组成：电
视转播分成、名次奖金、等额奖金。

转播分成与观众和转播方的喜好相
关。利物浦有 29 场比赛被直播，这项
收入也最高，达到 3350 万英镑。曼联
虽然成绩仅是第六，但他们有观众缘，
有 27 场比赛直播，转播分成达到 3120
万英镑列次席。反倒是冠军曼城略少，
直播了 26 场，这项奖金比其同城对手
还少100万英镑，与热刺并列第三。

名次奖金完全与成绩挂钩，排名差
一位相差190万英镑。冠军曼城的名次
奖金是 3860 万英镑，垫底的哈德斯菲
尔德则只有190万英镑。虽然名次奖金
相差较大，但这笔奖金本身并不占奖金
总额的大头。

等额奖金顾名思义就是 20 支英超
球队一样多的，都是 7940 万英镑，这
笔奖金在总奖金中占大头，卡迪夫、富
勒姆、哈德斯菲尔德三支降级队的本季
总 奖 金 也 能 分 别 达 到 9960 万 英 镑 、
9880 万英镑和 9360 万英镑，靠的就是
等额奖金。

英超这套奖金分配制度的特点是共
富，既鼓励各队竞争，又控制奖金收入
差距，使得弱队也有较丰厚的收入，有
较充足的资金补强阵容，甚至也能帮助
降级球队有所缓冲，有助于缩小强弱差
距促进竞争，促进了英超的良性循环。

利物浦最终以一分之差位列次席。
事实上，整个赛季利物浦一共只输了1
场，曼城反倒输了4场。虽然唯一的失
利就是不敌曼城，但还是有球迷为利物
浦鸣不平。倘若按照以前那种赢一场积
2分的规则，那么今年率队夺冠的就是
克洛普了。换句话说，是3分制的规则
帮了瓜迪奥拉。

英格兰联赛是最早推行“3 分制”
的赛事，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鼓励进攻，
让比赛更精彩，更好看，以吸引更多球
迷观赛。在“2分制”时代，平局十分
常见，很多球队为了稳妥地拿到1个积
分，宁可全场“摆大巴”，也不愿意放
手一搏争取 2 分，比赛因此十分沉闷。
法国巨星普拉蒂尼当时曾说：“0∶0是
最完美的比分。”

正是在这种消极的环境下，英足总
才创造“3 分制”。1980～1981 赛季结
束后，英足总正式宣布英甲（英格兰最
高级别） 将从 1981～1982 赛季起施行

“3分制”。1994年美国世界杯，国际足
联第一次把“3分制”用于小组赛。随
后，世界足坛便进入了“3 分制”时
代。算起来，“3分制”也有接近40年
的历史了。

客观地看，“3 分制”的确更能促
进攻势足球，这对足球发展是一件好
事。利物浦本赛季也在“3 分制”获
益。

本赛季欧冠小组赛5轮战罢，利物
浦2胜3负、那不勒斯2胜3平、巴黎圣
日耳曼2胜2平1负、贝尔格莱德红星1
胜1平3负。若是“2分制”，那么在末
轮主场交手那不勒斯之前，利物浦就已
经被淘汰出欧冠了。因为赢了也追不上
那不勒斯，和大巴黎的相互战绩也因客
场进球少而处于劣势，而主场告负的话
还可能会被红星积分反超。幸亏现在是

“3 分制”的时代，利物浦用一场 1∶0
直接压倒那不勒斯晋级 16 强。从这个
角度来看，其实利物浦也是因此获益
了，至少现在还有冲击欧冠冠军的机
会。 晚综

电视转播收入是俱乐部最大的资电视转播收入是俱乐部最大的资
金来源金来源，，也是联赛开发的主要项目之也是联赛开发的主要项目之
一一。。目前目前，，英超英超、、德甲德甲、、法甲实行的法甲实行的
是电视转播权整体销售平均或比例分是电视转播权整体销售平均或比例分
成的政策成的政策，，其优势在于稳定性好其优势在于稳定性好，，强强
弱俱乐部之间收入差距不大弱俱乐部之间收入差距不大，，有利于有利于
维护联赛的稳定和竞争力平衡维护联赛的稳定和竞争力平衡。。英超英超
模式被认为是最佳模式模式被认为是最佳模式。。

本赛季德甲球队被英超团灭本赛季德甲球队被英超团灭，，不不
能简单归因于财力受限能简单归因于财力受限。。德甲转播权德甲转播权
分配主要基于四项指标分配主要基于四项指标：：过去五个赛过去五个赛
季的德甲战绩排名季的德甲战绩排名，，过去五个赛季德过去五个赛季德
甲德乙总战绩排名甲德乙总战绩排名，，过去二十个赛季过去二十个赛季
德甲德乙总战绩排名德甲德乙总战绩排名，，及各队阵中在及各队阵中在
德国受训的德国受训的UU2323球员的出场时间球员的出场时间。。按按
此分配方式此分配方式，，拜仁可以获得拜仁可以获得 65406540 万万
欧元转播分成欧元转播分成，，为德甲最高为德甲最高。。多特蒙多特蒙

德则以德则以 64106410 万欧元排名次席万欧元排名次席。。转播转播
收益最低的是升班马杜塞尔多夫收益最低的是升班马杜塞尔多夫，，仅仅
为为 25402540 万欧元万欧元。。就本赛季而言就本赛季而言，，德德
甲转播收入的贫富分化要高于英超甲转播收入的贫富分化要高于英超。。

20102010～～20112011赛季赛季，，意大利职业联意大利职业联
盟确认意甲和意乙正式分家盟确认意甲和意乙正式分家，，结束结束
19461946年以来意甲长期补贴意乙以维持年以来意甲长期补贴意乙以维持
后者运营的格局后者运营的格局。。意甲转播费实行改意甲转播费实行改
革革，，以以““433433””分配分配：：第一部分的第一部分的
4040％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的3030％按照％按照
球队的影响力分配球队的影响力分配；；余下的余下的3030％按成％按成
绩分配绩分配。。此举打击了豪门独大现象此举打击了豪门独大现象，，
并使中小球队的利益得到提升并使中小球队的利益得到提升。。

目前目前，，西甲和西乙的西甲和西乙的 4242 支球队支球队
形成了阵线鲜明的两派形成了阵线鲜明的两派，，一派为一派为
GG1212，，由西甲最有势力的由西甲最有势力的1212家俱乐部家俱乐部
组成组成，，这这 1212 支俱乐部由于实力较支俱乐部由于实力较

强强、、且又处在大城市且又处在大城市，，电视转播合同电视转播合同
都是由俱乐部直接和电视公司签订都是由俱乐部直接和电视公司签订
的的。。另一派为另一派为GG3030，，由其余的由其余的88支甲支甲
级和级和 2222 支乙级球队组成支乙级球队组成，，由于球队由于球队
实力较弱且在电视转播方面缺乏吸引实力较弱且在电视转播方面缺乏吸引
力力，，这这 3030 支球队只能把电视转播权支球队只能把电视转播权
卖给职业联盟卖给职业联盟，，由职业联盟以集体的由职业联盟以集体的
名义与电视转播公司签约名义与电视转播公司签约，，最后职业最后职业
足球联盟给各家俱乐部分红足球联盟给各家俱乐部分红。。

相较欧洲足坛相较欧洲足坛，，NBANBA、、MLBMLB 和和
NFLNFL等北美职业体育联盟通常由联盟等北美职业体育联盟通常由联盟
统一向统一向ABCABC、、ESPNESPN等全国性电视机等全国性电视机
构出售转播权构出售转播权，，除留下部分作为联盟除留下部分作为联盟
运行经费外运行经费外，，其他平均分配给各支球其他平均分配给各支球
队队。。在闭合式的北美职业体育联赛在闭合式的北美职业体育联赛
中中，，这种做法意在保持整体的竞争这种做法意在保持整体的竞争
力力。。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通常简称
“英超”，是英格兰足球总会属下的最
高等级职业足球联赛，前身是英格兰
足球冠军联赛。

英国创造了现代足球的历史，他
们在 1888 年建立了足球联赛并延续发
展。英格兰联赛1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也
创下了诸多纪录。而英超联赛创立于
1992年2月20日，并于1992/93的赛季
成为英格兰的顶级足球联赛。百余年
以来英格兰足球联赛分为四个级别的
历史正式结束。

英超是“欧洲五大联赛”（英超、
西甲、意甲、德甲及法甲） 之一，由
20 支球队组成，由超级联盟负责具体
运作，赛季结束后积分榜末三位降入
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

英超联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好的联赛之一，节奏快、竞争激
烈、强队众多，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受
欢迎的体育赛事，也是收入最高的足
球联赛。自 1992/93 赛季英超改制以
来，共有六支球队夺得过冠军：曼联
13次；切尔西5次；曼城4次；阿森纳
3次；布莱克本1次；莱斯特城1次。

包揽欧冠欧联杯冠亚军

英超球队为何能创下佳绩
20182018～～20192019赛季英超于北京时间赛季英超于北京时间55月月1414日日

晨落幕晨落幕，，曼城以曼城以9898分夺冠分夺冠，，如愿完成了联赛冠军如愿完成了联赛冠军
的卫冕的卫冕。。但吸引世界目光的是但吸引世界目光的是，，热刺与利物浦会热刺与利物浦会
师欧冠决赛师欧冠决赛，，阿森纳与切尔西对决欧联杯决赛阿森纳与切尔西对决欧联杯决赛，，
英超球队包揽欧洲两大杯赛冠亚军英超球队包揽欧洲两大杯赛冠亚军。。那么那么，，英超英超
为什么能创造历史呢为什么能创造历史呢，，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

体坛各大联赛收入如何分配体坛各大联赛收入如何分配

英超联赛简介英超联赛简介

为让比赛更精彩

英足总首创3分制

曼城球员庆祝夺冠曼城球员庆祝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