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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棒的足球联盟旗下各球队指南
皮奇奇到底是谁？Txuri-Urdin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马德里竞技又

被称为“床单军团”？如果你曾有过这些疑问，或者还有和西甲相关的其他
问题，那么你就来对地方了！

《欢迎来到西甲》是献给球迷们的指南，是关于世界上最棒的足球联
赛——西甲联赛的终极指南。它统合了20家西甲俱乐部方方面面的信息，
全是西班牙足球爱好者乐于了解的。这本指南涵盖了统计数据、奇闻轶
事、俱乐部荣誉、经典比赛和球星名宿，也纳入了球队所在区域的旅游和
美食资讯。

你是否曾对有些球队有特定的颜色感到好奇？这些球队的昵称从何
而来？球场大门的后面又藏着什么秘密？《欢迎来到西甲》为你一一解开谜
团的同时，你还将感受到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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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8届的
欧冠冠军球队

有5届来自西甲

支持女子足球。
西甲女足共有

18支球队1929年
举行了第一场西甲联赛

4 1

41家俱乐部
西甲联赛20支球队  

西乙联赛22支球队 
（*包括皇家社会足球俱乐部B队） 

BrandZ最具价
值西班牙品牌
第12名（15.68

亿欧元）

累计接纳观众

28亿人次 

（2020-21赛季）全球转播

西甲联赛
是本赛季唯一一个联赛，

旗下5支球队入围欧冠联赛。

共7支球队
入围欧冠联赛和欧罗巴联赛

西甲联赛是世界上
第一个为智力残障人士
创办足球比赛的联盟。
西班牙智力残障人士

足球联赛有  

41支球队

西甲联赛基金会创始于   

1993年 

致力于通过制度、文化
和社会方面的举措

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

在以往的

24届欧洲俱乐部联赛中，

西甲球队共夺冠16次

在过去11届
金球奖评选中，

每届都有西甲俱乐部
的球员得奖

所有球场
上座率（+2.89%）: 

11,076,913 
（2019-20赛季，

至联赛第27轮）

数字西甲

一百多名西甲联赛球员
会在每次国际比赛中

响应自己国家队的征召，
为国效力。

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 

1.4亿粉丝 
其中脸书粉丝 

7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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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西甲联赛冠军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34）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26）

马德里竞技俱乐部（11）

毕尔巴鄂竞技俱乐部（8）

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6）

皇家社会足球俱乐部（2）

拉科鲁尼亚体育俱乐部（1）

塞维利亚足球俱乐部（1）

皇家贝蒂斯（1）

西甲联赛最佳射手

出场次数最多

梅西 特尔莫•萨拉 迪•斯蒂法诺 奎尼 乌戈•桑切斯

苏比萨雷塔 华金•桑切斯* 劳尔•冈萨雷斯 萨克里斯坦 帕科•布约
*截至到2021年8月

费伦茨•普斯卡什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何塞•加拉特 伊西德罗•兰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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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尔巴鄂竞技俱乐部

创始年：1898年

球衣

所在城市：毕尔巴鄂

参加西甲赛季数：91

主场：圣马梅斯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53331

8

球队荣誉
8次西甲联赛冠军
23次国王杯冠军

3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2次欧足联欧洲联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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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尔巴鄂竞技是西甲历史上从未遭遇过降级
的三家俱乐部之一，也是第一家获准保留西甲冠军
奖杯的俱乐部。毕尔巴鄂竞技是1929-30赛季西甲
联赛冠军；在1930-31赛季，以西甲比赛史上最悬殊
比分——12-1战胜巴塞罗那队。球队队徽的演变讲
述了俱乐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毕尔巴鄂这座城市
的主要象征都融在队徽中：毕尔巴鄂和比斯卡地区
的城徽、圣安东教堂和桥梁、还有狼，是城市创建者
洛佩斯•德阿罗家族的象征。

毕尔巴鄂竞技
世上真正独一无二的球队

毕尔巴鄂竞技是最能代表西班牙的一支球队。这不仅因为球队的历程，也
在于其理念，它给其他球队起到的榜样作用，它在马德里竞技俱乐部成立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它历史上的“杯王”称号。这些都印证了毕尔巴鄂竞技在西班牙足
球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从圣马梅斯传来的雄狮的呐喊比任何时候都要响
亮。

2015年圣马梅斯球场被评为
“世界最佳体育建筑”

历史 
漫步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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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尔巴鄂竞技  成立于1898年

传统 
向球员致敬

自2015年起，毕尔巴鄂竞技开始向
那些把整个职业生涯奉献给同一家俱乐
部的运动员颁发“球员一心一意奖”（One 
Club Man），彰显了俱乐部忠诚、信守承
诺和尊重的价值观。业已举办的四届中，
获奖者包括普约尔和马尔蒂尼这样的球
员。毕尔巴鄂对足球界的贡献不止这个
奖项。在西甲联赛中，每一赛季进球最多
的球员都被称为“皮奇奇”，这一称号正
是毕尔巴鄂竞技曾经的名宿拉斐尔•莫雷
诺的绰号。皮奇奇曾是毕尔巴鄂竞技最
传奇的球员及最佳射手。圣马梅斯球场
竖立着他的一座半身像。按照传统，客场
来战的球队都会为皮奇奇的半身像献上
花束。

  特尔莫•萨拉是毕尔
巴鄂竞技队进球数最多
的球员，共318枚。

  何塞•安赫尔•伊里
巴尔是毕尔巴鄂竞技队
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共
466场。

  自1911年起，所有俱
乐部球员都必须是出生在
巴斯克地区或是从小就在
巴斯克接受训练的。

传奇故事

来自大教堂的狮吼
庆祝活动

乘驳船，河上庆功

以“雄狮军团”著称的毕尔巴鄂更是一座
美食之都，其明星美食莫过于巴斯克串串。

球队主场紧邻圣马梅斯大教堂。公元三
世纪时，因圣马梅斯驯服了意欲吞吃他的狮
子而使这座神殿声名远扬。这则传奇与球队
所崇尚的勇气相得益彰，毕尔巴鄂球员遂有“
雄狮”之称。

球队队歌可追溯到35年前。每当巴斯克
语的“你是最伟大的”（Zu zara nagusia）这句
歌词在圣马梅斯球场（也称大教堂）响起，在
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其他球队庆祝球队获胜是球员站到车
顶，随着大巴车游走大街小巷。毕尔巴鄂竞技
则是把驳船拖至河口，环城航行庆功。这种曾
用来运输铁料，没有发动机的古老驳船，现在
以球迷的呼吸为动力，和球迷们分享夺冠的
荣耀。

美食

特色美食巴斯克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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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毕尔巴鄂

  自1929年西甲联赛创立后，马德里、巴塞罗那
和毕尔巴鄂是自始至终有球队参加西甲所有赛季
比赛的三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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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899年

球衣

所在城市：巴塞罗那

参加西甲赛季数：91

主场：诺坎普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量：993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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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26次西甲联赛冠军

31次国王杯冠军
13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5次欧洲冠军联赛冠军
4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

5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3次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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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伊夫是巴萨俱乐部发展历程中的灵魂人
物。巴萨现有的哲学理念、球队特色和比赛风格皆
要归功于这位荷兰人。克鲁伊夫作为球员于1973年
至1978年效力巴萨五个赛季；后作为教练从1988至
1996执教八个赛季。1992年克鲁伊夫带领“梦之队”
在欧洲冠军联赛上折桂。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不只是一家俱乐部

毫无疑问，巴萨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且知名度最高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球迷为这支“不只是一家俱乐部”的红蓝球队痴狂，期待借
着巴萨的理念和个性读懂球场之外的生活。一百多年来，巴萨是多场伟大对决的
主角，其与皇家马德里之间的永恒对峙已成为真正的神话。

  克鲁伊夫是俱乐部历史
上执教最久的教练。 

 
  你知道吗？从1900到1979
年，巴萨的客场队服是白色！

传奇故事 
那个改变巴萨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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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巴萨出过许多伟大的球员，事实
上，巴萨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俱乐部拥有12位金
球奖得主。其中，有一位球员在金球奖的得奖
次数上遥遥领先其他人：利昂内尔•梅西。2021
年，这位巴萨10号在为巴萨效力17个赛季、夺
得35个奖杯之后离开了诺坎普，他创造了几乎
所有俱乐部个人记录，其中包括作为巴萨球员
史无前例地6次拿到金球奖。另有5位传奇球
星在效力巴萨期间获得过此奖项：罗纳尔迪尼
奥、里瓦尔多、赫里斯托•斯托伊奇科夫、约翰•
克鲁伊夫（两次）和路易斯•苏亚雷斯•米拉蒙特
斯。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899年

建筑 
一座现代主义都市

诺坎普球场是欧洲最大的球
场，共有99354个座位。

  2021年，利昂内尔•梅西
超越哈维•埃尔南德斯，成为
巴萨出场次数最多的队员。

金球奖巴塞罗那世界领先

  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巴萨的主场
还在市内狭小的“工业街球场”。每当举
办重量级比赛，那些不能进入看台看球
的球迷就坐在球场四周的围墙上观看
比赛。经过的人能看到满围墙的屁股。从
此，“屁股”（culés在加泰罗尼亚语中是
屁股的意思）这个名字就开始在巴萨球
迷中传开了。

  卡纳莱斯特喷泉位于巴塞罗那
最著名的流浪者大街，是巴萨球迷庆
祝球队夺冠的地方。这由来已久的传
统始于1910年。每次巴萨获胜，就有
一众球迷到喷泉旁的一家酒水亭畅
饮，以示庆祝。

历史 
卡纳莱特斯的“屁股们”

  巴萨青训和足球基地名叫拉玛西亚。
名字来源于18世纪，巴萨的第一个基地在
加泰罗尼亚地区一座传统的石屋，这种石
屋音译为拉玛西亚。拉玛西亚是20多家俱
乐部球员生活和培训的地方，也包括女子
球队。梅西、哈维、伊涅斯塔、普约尔、瓜迪
奥拉、皮克、法布雷加斯和蒂亚戈是造星工
坊的杰出代表。

青训 
拉玛西亚——造星工坊

  说起巴塞罗那，我们可以探讨的不乏气
候、美食、文化、市内美丽沙滩和高山。但是要
想把巴塞罗那与世界的其他城市区分开，那
么就应该一探它的建筑。

  这座世界上最现代主义的都市不仅为观
光客献上如梦如幻的圣家堂，还通过一座座
突破建筑法则约束的楼宇、公园和博物馆将
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展现在众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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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巴塞罗那

  在1929年的西甲启幕赛季，巴塞罗那有三支
球队参赛，分别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皇家西班
牙人足球俱乐部和CE欧罗巴足球俱乐部；是参赛
球队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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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00年

球衣

所在城市：巴塞罗那

参加西甲赛季数：85

主场：RCDE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量：40500人

20

球队荣誉
2次西乙联赛冠军

4次国王杯冠军
2次欧足联欧洲联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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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一下在今天让西甲历史上两位卓越的球星
同时出现在首发阵容的可能性。在20世纪60年代，
西班牙人签下了迪-斯蒂法诺和库巴拉两名优秀的
外籍球员。前者是皇马备受尊敬的球员，而后者在巴
塞罗那取得过辉煌战绩。在1965/66赛季，新任主教
练库巴拉和迪-斯蒂法诺这位巨星一起，这对梦幻组
合同时出现在萨里亚球场。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
“一个体现出意志，传统与创新的俱乐部”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是西甲联赛历史上最悠久的球队之一，也是1929
年最早参加西班牙足球联赛的10家俱乐部之一。他们为自己的根基和辉煌的历
史感到自豪。球队和他们的球迷被称为“辉煌的少数派“。在获得西乙冠军后重返
西甲联赛的这个赛季中，他们力求完善自己，创造佳绩。

传奇 
为同一支球队效力的足球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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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D Espanyol founded in 1900

  在RCDE球场每一场比赛的第21分钟，球
迷都会起立鼓掌以纪念西班牙人的昔日队长。
生前身着21号球衣的达尼-哈尔克于2009年由
于心脏病发作结束了他的一生。第二年，当伊
涅斯塔打进为西班牙赢得世界杯荣誉的一球
时，他脱下自己的球衣，露出写在背心上向这
位永恒队长致敬的信息。现在，这件背心保存
在俱乐部的博物馆里最重要的位置。西班牙人
队的训练场和球场的21号门均以哈尔克命名。

  西班牙人的球迷和球员都以被称为“鹦
鹉“。究其原因，这个名字来自动画形象菲力
猫。菲力猫最早被称为“鹦鹉猫”。而艺术家瓦
伦蒂经常在体育周刊《射门》封面上将俱乐部
和这个卡通形象联系在一起。

  西班牙人拥有西甲最好的青训体系之一。鹦
鹉军团的训练场是征战第三级联赛俱乐部预备
队的基地，拥有11支男子足球队和8支女子足球
队，以及俱乐部的足球学校。

  球队对青训的重视体现在一线队的构成上，
青训出身的球员占据现在球队将近一半。

  RCDE球场距离巴塞罗那市中心不到20分钟
的路程，乘坐公共交通即可到达。到欧洲最迷人
的城市之一去看西班牙人的比赛给了你一个完
美的周末度假的理由。

  艺术，美食，气候，海滩，雅致和建筑，加泰罗
尼亚的首府拥有一切。即使你只有时间逛逛波恩
区，哥特区和格拉西亚区，你也值得来这一趟。

球迷 
鹦鹉军团

青训 
一个理念

文化 
巴塞罗那

  西班牙人前锋普拉特
在1929年打进西甲历史
上第一粒进球

  劳尔-塔穆多是俱乐
部历史上在西甲联赛出场
最多的球员（340次）和进
球最多的球员（129球）。

永远的队长 
达尼-哈尔克

  球队传奇毛里西
奥 - 波 切 蒂 诺 作 为 球
员在俱乐部度过十余
年，并有三个赛季出
任西班牙人教练。

  西甲的年度最佳
门将奖项以守门员里
卡多-萨莫拉命名。他
曾是俱乐部的球员，
教练和全能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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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02年

球衣

所在城市：马德里

主场：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81044

参加西甲赛季数：91

24

球队荣誉
34次西甲联赛冠军

19次国王杯冠军
11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13次欧洲冠军联赛冠军

2次欧洲联盟杯冠军（今欧足联欧洲联赛）
7次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冠军

4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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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皇马的标志性昵称，当属“美凌格”。这源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班牙最知名的电台评论员拿
皇马队服的白色和甜品美凌格的白色作比较。不过，
颜色并非两者之间唯一的共同点，美凌格这种甜品
也最能代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皇家马德里
加油！马德里¡ Hala Madrid!
  以20世纪最佳俱乐部而闻名天下的皇家马德里是足球史上折桂次数最多
的一支球队，也是全球粉丝数最多的三家俱乐部之一。曾为皇马效力的杰出球员
包括劳尔、罗纳尔多、贝克汉姆、齐达内、卡西利亚斯、迪•斯蒂法诺、C罗以及拉莫
斯。博斯克、穆里尼奥、卡佩罗、海因克斯和安切洛蒂都曾执教皇马。能让五大洲
球迷血脉喷张的皇马当然是当今足球界最伟大的象征。

昵称 
永恒的“白”

  对马德里人来说，这座城市除了缺少海
滩，其他都堪称完美。拉丁区的酒吧，马拉萨
尼亚区的音乐，普拉多博物馆的油画，西班
牙辣土豆，丽池公园的绿荫，屠宰场艺术中

心的音乐会，庞萨诺美食街的西班牙小吃，
楚埃卡街区的美妙夜晚，周日的市集。打卡
了这些，你立马就是马德里人了。

生活方式 
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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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纳乌球场目前正在进行改建。改建后，
球场最引人瞩目的将是全新的金属外立面，
这一未来感十足的元素将让球场继续成为马
德里的耀眼地标。新的外立面将包裹起球场
外墙、球场新的内屋面及新的可闭合顶棚。届
时，新球场拥有360度视屏银幕；以及让粉丝
们能欣赏西甲和大型比赛的崭新空间。

  皇马的任何一场比赛都会引起国际关
注，不过有些对决是宇宙级的，“经典”（El 
Clásico）当属对阵永恒对手巴萨；马德里德比
将马德里球迷撕裂成两个阵营：捍卫白色战
衣的和捍卫马德里竞技的；在国内冠军赛上
皇马和毕尔巴鄂竞技有过历史性对峙。在欧
洲赛场上，人们依然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皇马
和萨基麾下AC米兰的交锋。而每当皇马与拜
仁慕尼黑交手时，地球也会转得慢一点。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02年

  2000年，皇马被国际
足球联合会（FIFA）评选为
20世纪最佳俱乐部。

  皇马的名人球迷包括
纳达尔、理查•基尔、阿隆索
和卡洛斯•塞恩斯和阿尔伯
托•康塔多。

  C罗是皇马进球最多的
球员，进球数311。

  劳尔是皇马出场次数最
多的球员，共550场。

球场 
新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

巅峰对决 
创造历史的决战

  皇马力压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是赢得
欧冠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皇马队队长曾
13次捧起欧冠“大耳朵杯”，大耳朵的称呼
源于奖杯独特的外形。夺冠次数排在皇马之
后的球队依次是7次摘冠的AC米兰、6次夺
冠的拜仁慕尼黑和利物浦以及5次问鼎的巴
萨。皇马是唯一一支欧冠五连冠球队，获胜
赛季自1955至1960。不过，皇马的传奇远未
止步于此。

  皇马名将华尼托（Juan Gómez González）
说过：“在伯纳乌球场的90分钟真的很漫
长。”他是让银河战舰永不言弃的灵魂球员，
他的名字已载入皇马史册。纵观皇马的历
史，有在欧冠次回合赛中屡次逆转取胜，有
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也有在看似不可能胜
出的比赛中击溃死敌，这些都把永不言弃刻
在了这支球队和俱乐部的DNA里。沃尔夫
斯堡、格拉斯哥凯尔特人、国际米兰、多特蒙
德、拜仁慕尼黑、马德里竞技和巴萨都曾在
皇马大逆转时惜败。

冠军 
欧洲之王……
以及那些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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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马德里

  本赛季，有四支来自马德里的球队参赛，分别
是皇家马德里、马德里竞技、赫塔菲和巴列卡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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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竞技俱乐部

创始年：1903年

球衣

所在城市：马德里

参加西甲赛季数：85

主场：万达大都会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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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11次西甲联赛冠军

10次国王杯冠军
3次欧足联欧洲联赛冠军

1次欧洲优胜者杯
3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2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1次洲际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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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马竞那样能以球迷为傲的球队少之又少。不
知疲倦、激情四射又全心全意的马竞球迷为每场比
赛营造魔幻氛围。“床单军团”的称号自有其渊源：在
过去很多年里，床垫外罩基本上是红白条纹布，与马
竞球衣的配色相似。这就让“床单军团”开始变成马
竞的别称。

马德里竞技
“赢球，赢球，再赢球”

  如果有什么能把马德里竞技和别的球队区分开来的话，那就是它绝地重生
的能力。从球队发展历程来看，球迷始终是马竞的宝贵财富，他们的支持让球队
飞速赢得今日的辉煌。马竞凭借自身的战果重回世界足球之巅，成为能和皇马、
巴萨比肩的第三支强大球队，也成为欧战赛场上令人敬畏的对手。

  13场零失球——马德里竞
技保持着西甲联赛最长零封
记录。

球迷 
“床单军团”的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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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竞技俱乐部  成立于1903年

未来 
万达大都会球场
  万达大都会球场于2017年正式投入
使用，是西甲联赛所有球场中技术水准最
先进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100%使用LED
照明的球场。场内手机信号稳定，可连接无
线网络来播放独家内容，灯光照明极具感
染力。球场所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创新都是
为了给球迷提供无与伦比的观赛体验。

马德里

熊与众神
  马德里竞技的队徽上有两个元素：
熊和野草莓树。它们是最能代表马德里
的象征。竖立在马德里市中心太阳门广
场上的熊和野草莓树铜像备受游客青
睐。毗邻万达大都会球场也有铜像的复
刻品。这种与马德里城市的密切联系也
体现在球队的庆功地点，即海神喷泉广
场。当球队取得好成绩，球迷和球员就
在此欢聚庆祝。

文化
  普拉多博物馆，格兰大道上林立的
剧院还有不胜枚举能惊艳各种味蕾的
美食，都让马德里不思议。

  九十年代中期，西蒙尼先是作为马竞的球员
分别在西甲联赛和国王杯比赛中梅开二度。然
后，西蒙尼出任马竞教练。他的个性代表了俱乐
部永不言弃，追求完美的精神。在“一场一场去
拼”的理念的指引下，这位阿根廷主帅成功地让
球员和球迷相信一切皆可能。结果当然一清二
楚：“匪徒”西蒙尼是西甲历史上率球队获胜最多
的教练。

领袖 
“匪徒”

  马竞与皇马的角逐是西甲联赛中最令人
期待的比赛。这两支老牌劲旅的较量以马德里
德比的名字为人熟知。赛前和赛后的几天，城
市被撕裂，一分为二。人们唯一的话题是足球。

德比 
一场剑拔弩张的同城德比

  阿德拉多是马竞出场
次数最多的球员，共550场。

  球队传奇球员路易斯•阿
拉贡内斯是马竞进球最多的
球员，共172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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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05年

球衣

所在城市：塞维利亚

参加西甲赛季数：78

主场：皮斯胡安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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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1次西甲联赛冠军

5次国王杯冠军
6次欧足联欧洲联赛冠军

1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1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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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足球杂志《法国足球》将塞维利亚队歌列为
世界最佳足球队歌榜单第五位。作曲者是西班牙歌
手狂喜（El Arrebato）。队歌在皮斯胡安球场唱响之
时带来的是每场比赛最不同寻常的时光。在就要吹
响开球哨前，球迷们齐声清唱起这首激动人心的歌。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这可
不是随便一说。这里最不容错过的盛会当属四月节，
持续一周的节庆会场里有上百顶帐篷。人们在帐篷
里载歌载舞，狂欢庆祝。

  塞维利亚的队徽讲述了俱乐部和这座
城市的历史。红白双色源自英国桑德兰足球
俱乐部。队徽的一部分是三位圣人和塞维利
亚的城市守护神；另一部分是俱乐部三个首

字母S、F、C交织起来构成的徽章。这部分徽
章曾是俱乐部首个队徽，也在不同的赛季上
使用过。

塞维利亚足球俱乐部
“听说塞维利亚俱乐部永不言败”

  塞维利亚俱乐部的发展历程讲述的是梦想成真的故事。讲了一支球队如何在
不到十年时间里从西乙（LaLiga SmartBank）闯入西甲，在两场赛事中证明了它
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讲的是一支多年排名在中游的球队跻身欧洲强队的故
事。仰赖球队自身战绩和铁杆球迷的支持，塞维利亚俱乐部目前是西甲劲旅之一。 

队歌 
配得上塞维利亚盛名的队歌

队徽 
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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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05年

  吉列尔莫•坎帕纳尔是
塞维利亚俱乐部进球最多的
射手，共217枚。

  2010年参加世界杯比
赛的西班牙国家队名单中，
有三名球员来自塞维利亚青
训，分别是拉莫斯、纳瓦斯和
马切纳。

  2006和2007年连续被
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

（IFFHS）评为世界最佳球
队。

  没有其他什么球队如塞维利亚队这样和欧
洲联赛这类大赛有如此深厚的渊源。这支来自塞
维利亚内尔维翁街区的球队在21世纪已参加了
12届欧洲联赛的角逐。12次参赛或许并不那么
亮眼，但不可思议的是球队6次夺冠！战果又何止
这些。在过去的18个赛季中，塞维利亚共17次杀
入欧洲大赛，因捧走欧洲超级杯而被评为2006
年欧洲最佳俱乐部。

  如果要挑选出成就塞维利亚队辉煌战绩的
关键人物，自然当属俱乐部体育总监拉蒙•罗德里
格斯，大家亲切地叫他蒙奇。卓越的伯乐禀赋和杰
出的造星能力让他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球探之一。
蒙奇慧眼识中的一大批球员中就有知名球星卡努
特、帕洛普、巴普蒂斯塔、阿尔维斯、阿德里亚诺、
法比亚诺、塞杜•凯塔和拉基蒂奇。蒙奇履职期间，
塞维利亚队赢得欧足联欧洲联赛冠军6次，国王杯
冠军2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和欧洲超级杯冠军各
1次。

欧洲 
欧洲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

   2007年8月28日是塞维利亚球队史上最
悲伤的一天，人气最高也是最有前途的球员安
东尼奥•普埃尔塔就在赛季首场比赛结束后，
突然告别人世，重演了1973年1月7日发生在佩
德罗•贝鲁佐身上的悲剧。这可怕的事件发生
之后， 每次在皮斯胡安主场比赛的第16分钟塞
维利亚球迷都会集体鼓掌并齐声高喊普埃尔
塔的名字，以纪念这位曾披16号战袍的左脚球
员。

  说起塞维利亚队，也是在说同一座城市的
另一支球队，它永恒的对手——皇家贝蒂斯。和
西班牙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对阵不同，要以特殊
的方式去理解塞维利亚同城德比。安达卢西亚
式的激情与艺术让两队的每场对决都有数不
清的轶事传闻。对于对阵双方球迷而言，赢得
同城德比意味着他们能够夸耀主队在这座城
市的领军地位。

难忘往事 
开场16分钟时的鼓掌欢呼

德比 
世界最佳同城德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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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是伟大的德比的故乡，也就是塞维
利亚和皇家贝蒂斯的同城德比大战，是最最火爆
且历史最久远的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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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贝蒂斯

创始年：1907年

球衣

所在城市：塞维利亚

参加西甲赛季数：56

主场：贝尼托•比利亚马林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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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1次西甲联赛冠军
7次西乙联赛冠军

2次国王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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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是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各级别球队中最
让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它的缘起是贝蒂斯降级到
西丙。当时球队虽惨遭降级，主场还是坐满了观众，球
队去往不同赛场始终都有许多球迷相伴左右。由位于
卡尔内门街的贝蒂斯球迷俱乐部创出的这句口号被
塞维利亚的一名记者用在他连环漫画中的一个角色
的口中，借此向绝不放弃球队的球迷表示敬意。

皇家贝蒂斯
“贝蒂斯，许多贝蒂斯”

  皇家贝蒂斯大概是西甲联赛人气最旺的俱乐部，非主场城市的球迷超多，还
有遍布世界各地的球迷会。皇家贝蒂斯是一支很有年头的球队，是西甲历史上9
支夺得过西甲冠军的球队之一。皇家贝蒂斯也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同时常引
入巨星球员。能把所有的艺术与激情融入到足球比赛中的皇家贝蒂斯，一如它所
在的城市一样非凡。

  40岁的华金，西甲联赛
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
员，依旧在赛场上驰骋。

口号 
“即使输球，皇家贝蒂斯也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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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贝蒂斯 成立于1907年

  在1984年欧洲杯的比
赛中，西班牙国家队以12-1
的超大比分战胜马耳他国家
队的那场比赛正是在皇家贝
蒂斯主场贝尼托•比利亚马
林球场上演的。

  波利•林孔是皇家贝蒂
斯在西甲联赛进球纪录的保
持者，进球总数78。

  只有皇家贝蒂斯和埃尔切两支球队的主场球衣是以绿色为主色。俱乐部
的创始人之一拉莫斯•阿森西奥曾在格拉斯哥学习，在他1913年回国时，把凯
尔特人足球俱乐部的绿白球衣带回了西班牙，并以此为样衣对贝蒂斯原本的
蓝色球衣做了改动。六年后，也就是1919年，绿白色正式成为俱乐部的官方
色。俱乐部的英伦血统还体现在全名Real Betis Balompié。 足球在西班牙刚
起步的年代，当时的记者兼学者马里亚诺•德卡维亚将英文Football译成西班
牙语Balompié，字面意义为“脚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足球。

历史 
英伦血统

  如果有哪一场球赛的火爆程度和情感
浓度可以与皇马对阵巴萨相提并论的话，毫
无疑问，必定是安达卢西亚首府两支球队的
角逐。皇家贝蒂斯vs 塞维利亚的“伟大的德
比”是全世界最让人激情澎湃的足球大战。
九十分钟的比赛能让城市停摆。过后接下来
的几天，人们热议的焦点还是离不开比赛。
全城都触摸得到双方球迷各为其主的姿态。
不过，如果能找到一个被绿白两色席卷的
街区，肯定就是桥那边的特里亚纳。它在瓜
达尔基维尔河另一侧，始于值得纪念的著名
的贝蒂斯街。特里亚纳居民自有他们看待生
活、感受和享受生活的独特方式。

  虽然皇家贝蒂斯是西甲球队中遭遇升
降级次数最多的一支球队，但也是打入欧
洲比赛次数最多的俱乐部之一，包括1次欧
冠，8次欧洲联赛还两次进入欧洲优胜者杯
的比赛。那些光辉岁月的战绩都珍藏在贝
蒂斯球迷们的记忆中。

塞维利亚 
西甲赛场最水火不容的对决

欧洲 
响彻欧陆的“¡O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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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社会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09年

球衣

所在城市：圣塞巴斯蒂安

参加西甲赛季数：75

主场：雷亚莱竞技场

可容纳观众数：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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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2次西甲联赛冠军

3次国王杯冠军
3次西乙联赛冠军

1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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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社会还在老球场阿托查的时候，每当射门
成功，球场都会点燃火箭烟花。如果是客场球员进
球，就燃放一支；如果是主场球员进球，则燃放两
支。这是向全城通告比赛结果的一种方式，尤其是
告知在海湾工作的水手。主场迁至雷亚莱竞技场之
后，这一传统便终止了。但在2006-07赛季，由于一
场没有电视转播的比赛造成的“不便”，老传统重新
派上了用场。

  皇家社会的主场球场曾是西甲联赛
中唯一一个被环抱在田径场地内的足球
场。虽然是球场的特征，却迫使球迷远离
绿茵场和他们心爱的球队。

  经过两年的整修，田径场消失了，球
迷看台、顶棚和球场外墙得到大力翻新。
可容纳四万名观众的簇新的雷亚莱竞技
场已从上一赛季开始斩获佳绩。

皇家社会
“有王者风范的老牌俱乐部”

  皇家社会是西甲联赛中历史最长的球队之一，赢得过辉煌的荣誉，包括2020
年国王杯冠军。这支有传承和辉煌荣誉的球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乱分级榜，颠
覆本土赛事。皇家社会拥有全心全意，最无条件热爱球队的球迷。“你不会变成皇
家社会的球迷，你生来就是。”这里是最令客队望而生畏的主场之一。总而言之，
皇家社会是西甲联赛中最伟大的球队之一。

火箭烟花 
进球的烟花

昵称 
“蓝白色” （Txuri-urdin），

一座城市的颜色
球场 
雷亚莱竞技场我们终于“挨着了”

  皇家社会是西甲历史上9
支夺得过西甲冠军的球队之
一。

  执教球队次数最多的教练——
约翰•托沙克。

  皇家社会俱乐部、球员和球迷共有的一个昵称
是“蓝白” （巴斯克语Txuri-urdin）。皇家社会自1909
年创立以来一直使用的颜色，是为了和自圣塞巴斯
蒂安城徽的配色保持一致。皇家社会的队服也始终
是这两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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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saal会议中心自1999年开业以来，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这是一座集
大型视听会场与展厅为一体的建筑群，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Rafael Moneo设计建造，是
一年一度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举办地。

  不是你成为皇家社会或者毕尔巴鄂的球迷，而是生来为之。如果你生在毕尔巴鄂，
那么你就是毕尔巴鄂的球迷；而如果你是圣塞巴斯蒂安人，你自然是皇家社会的粉丝。
巴斯克德比和西甲联赛诞生在同一年。那是在1928-29赛季，皇家社会在阿托查球场以
一比一的比分与毕尔巴鄂竞技踢成平局。在双方已有的170多场对决中，皇家社会最辉
煌的胜利莫过于在1981-82赛季上以2-1的比分战胜对手并夺得西甲联赛冠军。除此之
外，在由于新冠疫情而推迟到2021年举行的2020国王杯决赛中，皇家社会击败毕尔巴
鄂竞技夺冠也必将被写入队史。

皇家社会俱乐部 创建于1909年

德比 
北方的对决

城市 
库萨会议中心-圣塞巴斯蒂安的建筑瑰宝

  回顾皇家社会的历史，球队一直拥有非常出
色的球员，既有西班牙籍也有外籍。佼佼者包括
哈维•阿隆索、瓦列里•卡尔平、路易斯•阿科纳达、
巴克罗、科瓦切维奇以及法国球星格里兹曼。此
外，有一位门将是鼎鼎大名的雕塑家爱德华多•奇
利达。他在一次受伤后不得不挂靴，从此以后一
头钻进了塑造石头和金属的艺术。电影导演埃利
亚斯•克雷赫塔也曾作为前锋效力蓝白军团六个
赛季。

  戈里茨是皇家社会在西
甲联赛中出场次数最多的球
员，共461场。

  萨特鲁斯特吉是皇家社
会在西甲联赛中进球最多的
射手，共133枚。

文化 
从足球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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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万特体育联盟

创始年：1909年

球衣

所在城市：瓦伦西亚

参加西甲赛季数：16

主场：瓦伦西亚城市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量：263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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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2次西乙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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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万特以“青蛙军团”的昵称被熟知。这个由来已
久的别称可以追溯到两支球队合并前的1924年。当时
莱万特体操足球俱乐部的球场靠近图里亚河。由于在
球场里能听到青蛙的叫声，所以就有了“青蛙军团”这
个昵称。

莱万特体育联盟
“小球队也可以很伟大！”

  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诠释莱万特体育联盟的理念和球队性格。这支瓦伦西亚
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球队是莱万特足球俱乐部和莱万特体操足球俱乐部两支对阵
球队1939年合并而来的。近年来，莱万特在西甲联赛中稳扎稳打，已然成为联赛
中最受人尊重的球队之一，更是取得了欧战资格。

  帕科•洛佩兹是执教莱
万特比赛场次最多的主教练

（147次）。

昵称 
“青蛙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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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万特体育联盟 创建于1909年

  莱万特是少数几支在
西班牙职业足球的四个等
级 联 赛 中 都 曾 称 雄 的 球
队。

  球队现任队长莫拉莱斯
是莱万特在西甲赛场上出场
次数和进球最多的球员。

  瓦伦西亚俱乐部是莱万特的同城劲敌。一座
城市被分作各有源起的两种颜色，球迷也一分为
二。不过，莱万特和瓦伦西亚大区的其他球队也
是对手，也有过多次交锋。莱万特对阵埃尔切和
埃尔库莱斯亦是瓦伦西亚德比的重要赛事。

德比 
青蛙与蝙蝠

  莱万特本是远离闹市的一个渔村，名字
来自莱万特沙滩。瓦伦西亚是西班牙主要的
海滨地区，是西班牙人的度假天堂。地中海
沿岸好几处最知名又好玩的海滩都坐落于
此。

  女子足球职业级别联赛在西班牙变得越
来越重要。西班牙最高级别的女足联赛是西班
牙女足甲级联赛（Primera Iberdrola），莱万
特女足是其中最有潜力的球队之一。已赢得4
次西甲女足冠军、6次王后杯冠军以及2次超级
杯冠军的莱万特女足是西班牙女足的标杆队。

  最近翻新过的瓦伦西亚城市球场已迎
来了从西丙到西甲所有级别的比赛。此次
翻球场新安装了全新的屋顶、照明和视频
比分板，俨然成为了西甲乃至欧洲最棒的
中型球场之一。

沙滩 
地中海式生活方式

女足 
强手中的强手

球场 
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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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斯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10年

球衣

所在城市：加的斯

参加西甲赛季数：14

主场：拉蒙•德卡兰萨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2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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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1次西乙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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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号凝聚了加的斯人对球队满满的真情。无
论球队赢球还是输球，洋溢着激励与鼓舞的呼喊始
终相伴，并将在这个西甲赛季继续为加的斯加油、助
威。

  和毕尔巴鄂、桑坦德和韦尔瓦一样，加的斯的足
球同样也是上世纪初那些在此靠岸的英国水手带来
的。在船舶停靠的岸边、造船厂旁开阔的空地上即兴
组织的足球赛推动了1910年加的斯足球俱乐部的
成立。 

加的斯足球俱乐部
“俱乐部让全城人心手相连”

  在西乙踢了无比精彩的一整个赛季之后，加的斯俱乐部重返西甲队列。和球
队一同归来的还有绝无仅有的城市加的斯。这座历尽沧桑的古城处处都有神奇的
角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生活方式的加的斯人会成为球队的发动机。加的斯球迷
狂热的支持使他们变成球队的第十二人。世界上最棒的足球联赛又回到大西洋岸
边的西班牙南部，新时代已然在加的斯海湾启幕。

口号 
加的斯，加油！¡Ese Cádiz Oé!

源起 
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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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的斯的队服永远是黄色。球队一路
走来，尽管遭遇过许多次升级和降级，但
始终是有能力浮出水面的潜艇。加的斯是
与比利亚雷亚尔队共享“黄色潜水艇”这
一昵称的另一支球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加的斯是西甲
联赛最有实力的球队之一。当时有一位
非常活跃的球员，也是西班牙足球史上
最伟大的天才球员之一， 他是萨尔瓦
多人豪尔赫•阿尔贝托•冈萨雷斯，或者
简单地称其马基科•冈萨雷斯（马基科
是西班牙语魔术师的音译）。

  加的斯的球迷不仅因忠诚，而且因幽默
感十足而备受瞩目。每场比赛进行时，球迷
们都在看台上用花样百出的演唱和动漫造
型给球队助威，这正是他们理解足球和生活
的一种方式。

  许是因为加的斯的阳光，许是因为17世纪的白银交易，也或者是因为加的斯老城的形状类
似一只摆在银色洋面上杯子，不知究竟哪一个是正解。反正只要提起“小银杯”，全西班牙都知
道说的是加的斯。

城市

小银杯

幽默 
“谐趣之都”加的斯

八十年代 
一段“魔幻”往昔

  阿尔瓦罗•瑟维拉曾
带领球队从第三级别联赛
一直升到西甲联赛，并保
持着作为加迪斯主教练的
执教场数和取胜场数的记
录。

  马基科•冈萨雷斯
是加的斯队西甲联赛
进球纪录的保持者，共
进球43枚。

  
  加的斯上一次参
加西甲联赛是2005-06
赛季

加的斯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10年

昵称 
另一艘黄色潜水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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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加的斯

  快乐、责任和如其代表色黄色一样抢眼的足
球。自1910年以来，加的斯俱乐部将这座城市的独
特个性带到了西班牙的每个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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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马洛卡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16年

球衣

所在城市：马洛卡

参加西甲赛季数：29

主场：Visit Mallorca Estadi

可容纳观众数：2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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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1次国王杯冠军

1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2次西乙联赛冠军

1次欧洲优胜者杯亚军（19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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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联赛出场次数记录保持
者：米盖尔•安赫尔•纳达尔 > 
255。

  你知道前NBA全明星球员史蒂夫•纳什是俱
乐部的股东之一吗？2020年十一月之前，这位两次
NBA MVP得主、加拿大球员一直是俱乐部董事会成
员，人们不时地能看见他和球队一起训练。

皇家马洛卡足球俱乐部
“两年后重返第一级别联赛”

  足球世界里有这样一种说法，没有苦就没有甜，在享受好时光之前必将经
历一段痛苦的日子。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马洛卡的球迷一定就是最幸福的球迷
了。2017年当他们被降级到第三级别联赛时，没有人能想到他们能在之后的两个
赛季连续成功升级，重返西甲联赛。他们于2020年再次降级，然而第二年便迅速升
回到了第一级别。在这6年间，他们从未连续2个赛季在同一级别联赛征战！

球星 
史蒂夫•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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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卡拥有西甲最有辨识度、最独特的吉祥
物之一。这个红黑色的恶魔“Dimonio”常常
出现在小岛的节日庆典和俱乐部庆祝活动
上。别被他的三叉戟吓到……他很乖的！

吉祥物 
“欧洲红魔”Dimonio

说到纳达尔这个名字，你第一反应会想到史
上最佳网球运动员之一，对吧？许多人不知道
的是，作为马洛卡土著的拉法•纳达尔是俱乐
部传奇球星米盖尔•安赫尔•纳达尔的侄子。
拉法会经常出现在俱乐部球场为球队加油助
威，最近一次正式在2019年戏剧性地击败拉
科鲁尼亚从而升级西甲联赛的比赛。

明星的力量 
纳达尔

谈及马洛卡，必须提到几位西甲历史最佳
射手。

曾经效力过这家俱乐部的顶级前锋阵容堪
称豪华：萨缪埃尔•埃托奥、迭戈•特里斯坦、
丹尼•古伊萨、阿尔伯特•卢克、亚缇兹•阿杜
里斯、胡安•阿朗戈……保证精彩！

上世界90年代晚期到2000年初，俱乐部迎来
了历史上最荣耀的时刻，在赫克托•库博和格
雷戈里奥•马萨诺等教练的带领下，俱乐部赢
得了：一座国王杯2003年、一座西班牙超级
杯、欧洲冠军联赛和欧洲足协杯资格赛资格
和一块欧洲优胜者杯亚军奖牌。这是一支了
不起的球队。

岛上的生活是与众不同的，正如他们在岛上
踢的足球一样。本赛季西甲联赛中没有来自
加那利群岛的球队，因此马洛卡就独自扛起
了岛屿足球的大旗。

马洛卡拥有西班牙甚至全欧洲最棒的海滩、
雄伟的大教堂、与其他包括梅诺卡、福门特
拉、伊比萨等在内的海岛天堂相近的地理位
置，以上所有使马洛卡成为全球最佳旅游胜
地之一。每位游客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不限
于顶级美食和两千年的历史名城帕尔马。

2019年6月23日是球迷会铭记于心的一
天。这一天，马洛卡在两回合对决的首场比
赛0:2输给拉科鲁尼亚的情况下，第二场比
赛以3:0取胜，总比分击败对手升级西甲联
赛。

马洛卡一度沦落到第三级别联赛，但在仅
仅两年之后，俱乐部凭借出色的管理，以最
快的速度回归西甲联赛。这个赛季，相同的
剧情再次上演。

最佳 
进球

历史 

光辉岁月
岛 
马洛卡

城市 
帕尔马

记忆 
升级

顶级西甲联赛射手：塞缪
尔•埃托奥 > 54。

最佳联赛成绩 > 第三名

皇家马洛卡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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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马洛卡

  作为西甲唯一的岛屿球队，马洛卡俱乐部自
成立以来便持续谋求突破，为在强手林立的西甲
联赛站稳脚跟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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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19年

球衣

所在城市：瓦伦西亚

参加西甲赛季数：87

主场：梅斯塔利亚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5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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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6次西甲联赛冠军

8次国王杯冠军
2次国际城市博览会杯冠军

1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1次欧足联欧洲联赛冠军

1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
2次欧洲超级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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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蝙蝠是瓦伦西亚队徽上最具代表性
的元素。这只同样出现在瓦伦西亚城徽上的小动物
也是俱乐部的官方吉祥物，其源头可追溯到光复瓦
伦西亚的公元13世纪。传说是一只蝙蝠把敌人的一
次进攻提早通报给了国王海梅一世。这样，国王就有
时间做准备并最终赢得了战役。

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
一种绝无仅有的情怀
  回顾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101年的历史，这支象征着自豪、情怀和激情的球队
还拥有天马行空、不知疲倦又无比忠诚的球迷。在这一赛季，期盼看到瓦伦西亚队
在梅斯塔利亚新球场上的最佳发挥，期待球队冲回积分榜之巅。

吉祥物 
西甲联盟的蝙蝠

  费尔南多是瓦伦西亚出
场 次 数 最 多 的 球 员，共 5 1 9
场。

  2004年被国际足球历史
和统计联合会（IFFHS）评为最
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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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伦西亚球迷是西班牙最特殊的球
迷群体之一。他们以天马行空著称，又是
最一心一意，最有激情的。他们永不满足
的个性体现在最有特点的队歌上。歌中干
脆利落的一句“瓦伦西亚站直了，别趴下！”

（瓦伦西亚语¡Amunt València!”），是战
争口号，也是给球队加油鼓劲时呼喊最多
的一句。

  球队一百余年的岁月中，很多球员
都是在瓦伦西亚出生长大的，无论是曾
经的传奇球员普查德斯、费尔南多和大
卫•阿尔贝尔达，还是至今仍然活跃在
赛场上的卡洛斯•索莱尔和何塞•路易
斯•加亚。他们是俱乐部最好的代表，没
有人比得上。

  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恰巧是在法雅节的
前一天，即3月18日，在一家名为都灵的酒吧
成立的。当时，六个朋友决定成立一支能代表
这座城市的球队。他们还通过抛硬币的方式
选出了俱乐部首任主席。

  踏访瓦伦西亚是感受最佳地中海式生活方式的好机会。无论是欣赏美轮美奂的海滩，还是品尝
以海鲜饭为首选的地道地中海饮食，都是人间妙事。如果还觉得不够，那么瓦伦西亚的法雅节可是世
界上最炙手可热的景点之一。

  不仅是西甲联赛中历史最悠久的球场，
也是所有球员都梦寐以求能来快意冲杀的地
方。英国《每日电讯报》因梅斯塔利亚每场比赛
无与伦比的精彩氛围，将其评为欧洲第二好球
场。 

  瓦伦西亚队似乎总和数字四形影相
随。在西甲联赛各赛季积分榜上，瓦伦西亚
稳居第四。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的
资料，其球迷总数在全西班牙也排在第四
位。

球场

无与伦比的梅斯塔利亚

四

西班牙第四

诞生 
六个朋友

生活方式 
地中海式生活方式

DNA 
“家里人”

    埃 德 蒙 多 • 苏 亚 雷 斯
（Mundo）是瓦伦西亚在西

甲联赛的进球纪录保持者，
共进球266枚。

  “屠夫”马里奥•肯佩斯
是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的传
奇之一。

瓦伦西亚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19年

球迷 
期望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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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瓦伦西亚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两支征战在顶级联赛的
同城球队，在图里亚河畔上演了无数次的历史性
交锋，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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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萨苏纳竞技俱乐部

创始年：1920年

球衣

所在城市：潘普洛纳

参加西甲赛季数：40

主场：萨达尔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2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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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4次西乙联赛冠军

2004-05赛季国王杯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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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萨苏纳之所以独特，名字本身就道出了原因之
一。事实在于，奥萨苏纳是西甲联赛中唯一一支使用
巴斯克语名的球队。巴斯克语也是纳拉瓦地区的官方
语言。奥萨苏纳意为“健康、力量或者活力”。这个名字
指引我们去了解主场的球迷是怎样理解足球的。

  俱乐部主场萨达尔球场向来是西甲气氛最好的
球场之一。事实上，2009年记录了西甲历史上球迷的
最高分贝（115dB）,那场比赛见证了奥萨苏纳在赛季
最后一轮击败皇家马德里，从而成功保级。如今，在
一番全面的翻新之后，萨达尔球场成为了欧洲最现
代的球场之一。

奥萨苏纳竞技俱乐部
红队百年
  有些俱乐部拥有某种独特性，这点不止自家球迷能感受得到，其他球队的球
迷也能感觉到。主场在西班牙北方城市潘普洛纳的奥萨苏纳竞技就是这样的一个
俱乐部。代表激情足球的红队奥萨苏纳本赛季要庆祝百年华诞，它拥有全西班牙
最最热情的球迷，其主场氛围根本无法想象。

  2006年12月被国际足球
历史和统计联合会（IFFHS）
评为最佳球队。

名字 
名字说出了一切

萨达尔球场 
全新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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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球员扬•乌尔
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活跃在绿茵场上，他被
认为是奥萨苏纳俱乐
部史上的最佳外籍球
员。

  说起潘普洛纳，你会想到什么？这
座因美食、圣雅各之路还有如画的老城
区而享有美誉的城市，更因奔牛节四海
闻名。奔牛节就是曾让海明威为之痴狂
的圣费尔明节。每年七月，来自世界各
地的上百万游客都赶赴此地，他们感受
恣意狂奔的斗牛，享受生命旅程中绝无
仅有的体验。

文化 
圣费尔明节（奔牛节）

奥萨苏纳竞技俱乐部 成立于1920年

  帕特西•普尼亚尔是
俱乐部出场次数最多的球
员，共513场。
 

  萨比诺是俱乐部历史
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共进
球127枚。

  和许多西甲球迷的昵称一样，大多都来
自主队球衣的颜色。俱乐部在成立之初，就非
常清楚他们必须捍卫纳瓦拉自治大区区旗的
颜色。红色的队服正是球队和球迷被称为“红
队”和“小红人”的原因。

昵称 
纳瓦拉的骄傲与颜色

  2019赛季，奥萨苏纳成功重返西甲队列，
其青训体系功不可没。一大批冉冉升起的后起
之秀都曾在红队的青训学校学习，其中特别值
得提到的是球队的现任队长，也是球队领袖和
天才球员罗伯托•托雷斯。这位32岁的中锋全
心全意为奥萨苏纳效力，球迷为他感到无比
自豪。近些年来，从奥萨苏纳青训体系走出了
有国际知名度的球员，如阿斯皮利奎塔、蒙雷
亚尔、哈维•马丁内斯和劳尔•加西亚。奥萨苏
纳之所以特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和巴塞罗
那、皇家马德里、毕尔巴鄂竞技一起是仅存的4
家会员制俱乐部，而非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每个奥萨苏纳球迷心中永远对哈维

尔•阿吉雷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要记住曾
在奥萨苏纳执教四个赛季（2002-06）的墨
西哥教练哈维尔•阿吉雷。红队在他的麾下
曾历史性地闯入欧战，还有一次打入了国
王杯决赛。蓄势待发的球队先由阿吉雷率
领，后由齐甘达接手，还杀入过欧足联半决
赛。在先前那些战绩辉煌的赛季里，红色军
团和欧洲劲旅对垒。

纳瓦拉人的 
因纳瓦拉人而生，
为纳瓦拉人拼搏的足球队

教练 
哈维尔•阿吉雷
和他的欧洲球队奥萨苏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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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潘普洛纳

  坐落于这座历史名城，奥萨苏纳俱乐部在一
个多世纪以来，秉承其一贯的战斗精神和奉献精
神，为球队和城市将球场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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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斯体育

创始年：1921年

球衣

所在城市：维多利亚

参加西甲赛季数：17

主场：门迪索罗萨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1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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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4次西乙联赛冠军

2017年国王杯亚军
2001年欧联杯亚军

77



  20世纪初，与英格兰的交流往来使足球这一运
动相当迅速地在巴斯克地区传播开来。一些年轻的
大学生在这座原本更青睐自行车运动的城市成立
了“运动之友俱乐部”，一支不起眼的球队于是就有
了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它基本上是如今阿拉维斯体
育的雏形。

阿拉维斯体育
谦卑、专注和牺牲精神
  在传统豪门一直都由毕尔巴鄂竞技和皇家社会两家俱乐部代言的巴斯克地
区，阿拉维斯的历史写满了超越、努力和谦卑。在阿拉维斯体育进入第101年的这
个赛季，门迪索罗萨球场扩建工程将成为俱乐部新的里程碑。翻新后的球场将能
容纳32000人。

  建造于1924年的门迪索
罗萨是西甲20个球场中第二
古老的球场。

历史 
阿拉瓦的大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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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斯体育 成立于1921年

远不止足球 
关于维多利亚你必须知道
的三件事：

  塞拉诺是阿拉维斯进
球最多的球员，共67枚。

  在百年华诞之际，阿拉维斯俱
乐部发布了新队徽。新设计调整了
自1924年就开始使用的白底蓝旗。

队徽 
着眼未来的革新

杏仁
维多利亚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从空中俯

瞰，老城的形状酷似杏仁，所以也把老城
称作杏仁。

绿色
2012年维多利亚荣获欧洲绿色首都称
号，体现了维多利亚这座城市及其市民

对环境的承诺。

爵士乐
久负盛名的维多利亚爵士音乐节始于1977
年，每年夏季举办。Ella Fitzgerald, Dizzy 
Gillespie, Jamie Cullum, Carla Bruni等
一众杰出音乐人都曾在这儿留下过他们

的身影。

  阿拉维斯以荣耀之队为大家熟知，其球迷被
称作“巴巴索罗”，巴斯克语的意思是贪吃蚕豆的
人，恰是这一地区盛产蚕豆的写照。

源起 
荣耀之队和巴巴索罗

  从1975到1979年效力阿拉维斯的巴尔
达诺，曾是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教练和体育
总监，也曾与马拉多纳并肩拼杀为阿根廷国
家队斩获1986年世界杯冠军。在阿拉维斯的
四个赛季，他踢过上百场西乙比赛。门迪索罗
萨的许多球迷依然记得这位钟情于足球的球
员，记得他在球场上无比惊艳的球技。

偶像 
豪尔赫•巴尔达诺

  马丁•欧拉西奥•埃雷拉
是1999-2000赛季失球最少
的守门员。

  阿斯图迪略是蓝白队出
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共34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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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切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23年

球衣

所在城市：埃尔切

参加西甲赛季数：23

主场：马丁内斯•巴莱罗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337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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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2次西乙联赛冠军

1968-69赛季国王杯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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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尔切足球俱乐部是在已有的几支城市球队的
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据记载，球队的合并协议是在一
次会议上达成的。会议的召开地点是一家制造烟花的
作坊用来存放火药的山洞。俱乐部虽诞生在山洞，但
最初几年的队服却是一身白。到了1926年，为了和其
他球队的队服区分开，时任教练的捷克人安东•弗夫
布雷决定在埃尔切的球衣前胸上加一道绿色宽条纹。
此决定使西甲队服中出现了唯一的绿条纹球衣。

埃尔切足球俱乐部
梦想重新开始
  埃尔切在离开西甲五个赛季之后，在三年时间里又从西乙B一路杀回西甲，是
俱乐部第六次重新跻身顶级联赛。期望球队能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再次留
在西甲，并跻身最优秀的球队之列。埃尔切面对挑战展现出走出逆境，满怀信心再
攀顶峰的风采。

历史 
山洞与条纹

  欧洲最大的棕榈树林——埃尔切棕榈树林和中
世纪戏剧的代表——埃尔切神秘剧都得到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认可而被列入人类遗产。

城市 
人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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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切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23年

六零和七零年代 
埃尔切曾是豪门
的那些年

奇闻轶事 
一家拯救了球队的
合作社

  大家亲切地把胡安•弗朗西斯科•马丁内
斯•莫德斯托叫尼诺。他为球队效力了12个赛
季，参加了475场比赛，总共进球135枚。尼诺
不仅是埃尔切的纪录保持者，也是俱乐部一
个真正的传奇。40岁的尼诺于2021年六月正
式退役。回顾职业生涯， 他是俱乐部出场次数
和进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西乙进球最多
的射手（194），是参加参加西甲和西乙比赛最
多的球员（709）。如今，马丁内斯•巴莱罗球场
的7号门以他的名字命名。

传奇 
送别一位保持着记录的
传奇球星

  胡安•安赫尔•罗梅罗是
埃尔切在西甲联赛中的进球
纪录保持者，共79枚。

  大卫•德赫亚和萨乌尔•
尼格斯都是埃尔切球迷。

  埃尔切曾在两个赛季从西丙一路飙
升到西甲，于1959年在西甲首次亮相西
甲。之后，埃尔切成为上世纪六零、七零年
代西甲联赛中最善于拼抢，极难被战胜的
主场球队之一。那些年里，神一样的球员
帕索斯、罗梅罗、马西亚尔•皮纳、特罗比
亚尼和阿森西都身披绿色条纹战袍。那些
年里，埃尔切拥有数不清的伟大的球员和
无数胜利。1976年建造的新球场马丁内
斯•巴莱罗也在同一时期闪亮开幕。在实
施105x68m标准之前的很多年里，它一
直是欧洲占地面积最大的球场。1982年
在此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匈牙利以10-1
的比分横扫萨尔瓦多，是世界杯史上分差
最大的一场比赛。

  埃尔切算得上西班牙足坛奇闻轶事
最多的球队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球
队即将关张大吉之时，球员们决定成立一
家合作社。由球员自己负责球场运营和管
理俱乐部，并决定通过投票来分配门票收
益。这一想法运作了数年，拯救了可能关
停的俱乐部。这之后没过多久，埃尔切首
次杀进西甲。

  文森特•伊沃拉是埃尔
切在西甲出场次数最多的
球员，共303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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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亚雷亚尔
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23年

球衣

所在城市：比利亚雷亚尔

参加西甲赛季数：22

主场：陶瓷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23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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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2次欧洲足联国际托托杯冠军
2007-08赛季西甲联赛亚军

2020-21赛季欧联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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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昵称的来历，我们得
返回七零年代。那些年月，比利亚雷亚尔还是停留在
西班牙低级别联赛的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升入西
丙队列点燃了球队的希望，庆祝歌曲是当时火遍全球
的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发布晋级消息当天，小城比
利亚雷亚尔喜气冲天，欢庆活动所配乐曲正是完美的
西班牙语版的《黄色潜水艇》。 

比利亚雷亚尔足球俱乐部
“黄色潜水艇”

  全世界都研究比利亚雷亚尔足球俱乐部。五万人口的小城为什么能拥有一
支曾闯入欧冠半决赛的球队？一个“小球场”里容下了里克尔梅、帕勒莫、皮雷和
卡索拉这样的大球星。这家俱乐部称霸西班牙职业足球低龄组联赛，并源源不断
地向一线球队输送人才。比利亚雷亚尔以其优异的战绩被公认为西班牙及欧洲
强队之一，其基础是以青训体系和技术团队为基石的一整套规划。

  比利亚雷亚尔是西甲联
赛中季票购票人数占当地人
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俱乐部。

昵称 
黄色潜水艇

披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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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 成立于1923年

球队个性 
夺冠往事

传奇

一位有阿根廷口音的超级
比利亚雷亚尔本地人

  阿根廷中场大师里克
尔梅把自己职业生涯最好
的表现奉献给了比利亚雷
亚尔。

  老名字是“情歌”的球场在2016-17赛季进
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改建。翻新后，名字改作
陶瓷球场，以此名向该地区的传统产品致敬。
球场外观不可思议的变化让比利亚雷亚尔的
新家成为西甲球场中最迷人、最摩登的球场之
一。

改建 
陶瓷神殿

  对于大多数球队来说，降到西乙通常意味
着沉重的打击。对比利亚雷亚尔来说，2012年
的降级反而让俱乐部重拾对青训体系的信心。
球队在接下来的一个赛季重返西甲，并以出色
的战绩锁定了再下一赛季的欧联席位。可是，
俱乐部还想走得更远。2020-21赛季球队的努
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在欧联杯决赛中和曼
联进行了一场史诗级别的点球大战，最终以
11-10的比分击败对手。《黄色潜水艇》再次响
彻比利亚雷亚尔城。

  留在记忆中的那支比利亚雷亚尔球队是
佩莱格里尼麾下的。这支球队在天才球员里克
尔梅的带领下闯入2006年欧冠半决赛；但也
是因为这位射点球而未进的里克尔梅，让球队
与决赛擦身而过。

  到了比利亚雷亚尔，你可千万不要错过相距
不到15公里的贝尼卡西姆海滩。整个阿萨哈尔海
岸最壮丽的几处风景都在这一带。

生活方式 
地中海式生活方式

  比利亚雷亚尔对低年龄段球员的梯队建
设在世界范围内被得到广泛学习。正因为比利
亚雷亚尔青训是每年向自己的一线球队输送
新鲜力量最多的学校，所以有一种独特的个性
和情感被复刻在他们的球员身上。楚克乌泽、
杰拉德•莫雷诺、保•托雷斯都是球队目前的核
心队员。西甲希望之星（LaLiga Promises）联赛
是低龄球队的试金石，这一西班牙国内足球赛
事每年集结12岁以下年龄段最优秀的球队在
比利亚雷亚尔的球场比赛。成就真正有实力的
球队需要足够的耐心，长期的规划并支持低龄
足球发展。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是这些方面的
典范。

青训体系 
春华秋实

  比利亚雷亚尔对阵瓦伦
西亚的比赛被称为“瓦伦西
亚大区德比”

  迭戈•福尔兰在效力比
利亚雷亚尔期间，获得西甲
联赛皮奇奇奖和欧洲金靴奖
两个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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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塞尔塔维戈俱乐部

创始年：1923年

球衣

所在城市：维戈

参加西甲赛季数：56

主场：巴莱多斯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2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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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3次西乙联赛冠军

4次国王杯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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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乐部的名字与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息息相
关，其部落曾在加利西亚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好几百
年。塞尔塔不仅传承了部落的名字，更继承了他们
为赢得每一分而坚持到底不认输的精神。球衣配色
也彰显了故土对球队的影响。皇家塞尔塔维戈俱乐
部自诞生之时就希望代表所有的加利西亚人，所以
队服的颜色选择了加利西亚大区区旗的蓝白双色。
球迷们最喜欢唱广为流传的加利西亚语歌曲《里安
霍的女人》（加利西亚语Rianxeira）。这首歌颂了海
边的拾贝女工。这一点更印证了球队对故土的依恋。

皇家塞尔塔维戈俱乐部
凯尔特人、巫师和渔民土地上的骄傲
  加利西亚以其民间音乐、巫术传统、维京人入侵和拥有像皇家塞尔塔维戈这
样的足球俱乐部而在西班牙广为人知。毫无疑问，在西甲联盟驰骋多年的塞尔塔
是扎根当地和弘扬传统的典范球队。在球队历史中，很多加利西亚球员都曾为家
乡拼搏。每场比赛都能在巴莱多斯球场的看台上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些许魔力和
凯尔特人的一些前尘往事。

  2001年2月被国际足球历
史和统计联合会（IFFHS）评为
世界最佳球队。

追根溯源 
加利西亚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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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塞尔塔维戈俱乐部 成立于1923年

远不止足球 
在维戈来一次“发现加利西
亚之旅”：

  充满战斗力、永不疲倦的进球能手阿
斯帕斯无疑是塞尔塔现役球员中最能代
表球队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一位。他也是
西班牙国家队球员。从塞尔塔低龄青训学
校一路成长起来的阿斯帕斯为家乡球队
付出了一切，是天蓝军团球迷心中的偶
像。

偶像 
阿斯帕斯是来自莫阿尼
亚的魔法师

独一无二的美食
鱼类、海鲜和肉类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加

利西亚煮章鱼。

自然环境
被大海环抱的维戈，周边有好几个森林
公园。多山临海的加利西亚秀美如画。

文化与夜生活
维戈的夜生活精彩纷呈。在不同的文化

场所举办音乐会、展览和影片展映。

  我们将会怀念加利西亚最优秀的两支球
队——皇家塞尔塔和拉科鲁尼亚体育之间由来
已久的对决。两队的每一次交锋，无论是绿茵场
上还是观众席中都情绪热烈、紧张到爆棚。然而，
随着拉科鲁尼亚逐渐远离精英队列，西甲伟大的
德比之一便也消失不在。

德比 
我们将会怀念的对决

  俱乐部的青训学校在西班牙甚至在欧洲
都是先驱。根据CIES足球天文台的数据，塞尔
塔比任何一家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除毕
尔巴鄂竞技之外，都更加依赖自身的青训学
校。49%的西甲联赛出场时间是由俱乐部15
支梯队培养的球员所贡献的。

青训 
“天才捕手”的青训学校

  马诺罗•罗德里格斯是
塞尔塔出场次数最多的球
员，共484场。
 
  2017年，塞尔塔入围欧
足联欧洲联赛半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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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卡诺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24年

球衣

所在城市：马德里

参加西甲赛季数：19

主场：巴列卡斯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1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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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1次西乙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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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出场纪录保持者：赫苏
斯•戈塔 > 422场比赛。

最佳射手: 米切尔> 67球。

巴列卡诺足球俱乐部
“一个地区的抗争”

  巴列卡诺可能是西甲最能代表地方球队的俱乐部，它代表着那些有着谦逊和
抗争背景的群体。如今，他们已经回到西班牙顶级联赛并争取在这个世界最顶尖
的联赛中取得好成绩。在巴列卡斯球场，从来都不缺支持、激情和兴奋！

  巴列卡诺球迷永远都不会忘记2012年5月13日
这一天，在赛季最后一个比赛日，富有创造力的西甲
射手劳尔•塔穆多在对阵格拉纳达的比赛第91分钟
进球，这一球成功将球队留在了西甲联赛。

这一天 
“了不起的塔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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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列卡诺球迷这这么称呼自己的，他们
用一种深情且熟悉的方式来表达作为一支首
都最小的球队的骄傲。2021-22赛季，有4支来
自马德里大区的球队参加西甲联赛，这也大
大地提高了地区德比的数量。

球迷

小巴列卡诺

欧战 
征战欧洲足协杯
  2000-01赛季，巴列卡诺出战欧洲
足协杯，即现在的欧联杯。一家当年预算
倒数第二的本土俱乐部， 一路高歌杀进
四分之一决赛，晋级之路上击败了莫斯
科火车头俱乐部和波尔多足球俱乐部。

  巴列卡诺俱乐部和其所在地，也是其名
字来源，巴列卡斯地区的历史和环境有着紧
密的联系。这一地区的人们努力工作、低调谦
逊、积极参与推动社会事业。

    巴 列 卡 斯 位 于 马 德 里 东 南 部 ，拥 有
327000居民，是欧洲最大的社区之一，同时也
是人口最多元的地区之一，其居民的由多民
族组成。

2012-13赛季见证了
俱 乐 部 历 史 最 佳 战
绩：联赛第八名

地区 
巴列卡斯

文化 
音乐

传奇球星 > 乌戈•桑切斯

  巴列卡斯球场之所以为人所知，不
仅因为它一面的球门后面不舍看台，还
因为许多世界知名音乐人，如鲍勃•迪伦、
金属乐队和皇后乐队都曾在这里开过演
唱会，打响了这对球场的知名度。

  巴列卡诺球衣上标志性的连接对角
线的红色条纹是在俱乐部成立24年之后
才出现的。

  巴列卡诺与马德里竞技达成了一项
合作协议， 要求球队在球衣的条纹中加入
一些红色元素，以此和皇家马德里区分开
来。从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俱乐部之一的
河床得到灵感，巴列卡诺决定在球衣上加
入一条类似的条纹。即使一年后他们与马
竞的合作便结束了，俱乐部决定将条纹的
设计保留下来。

标志 
条纹

  马德里是一个你管去过多少次都不会厌的城市。这座首府有着许多让人沉迷的地方，像宽阔
的丽池公园，或者是圣米盖尔市场，美食爱好者的最爱，西班牙美食聚集地。

首都 
马德里

巴列卡诺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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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1931年

球衣

所在城市：格拉纳达

参加西甲赛季数：26

主场：新卡梅内斯球场

可容纳观众数：193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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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2次西乙联赛冠军

1958-59赛季国王杯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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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其他不少西甲球队一样，格拉纳达队服的颜
色也起源于别的球队，它是来自马德里竞技足球俱
乐部。直到1939年，格拉纳达的队服还是蓝白色。但
内战之后因物资匮乏，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只有马德
里竞技的球衣，于是不得不穿。从那天起到现在，队
服都是同样的颜色。1973年，为了和同为红白球衣
的其他球队区分开，格拉纳达队决定把球衣胸前部
分变成红白相间的横道。

  格拉纳达或许是西班牙最有伟大象征
意义的历史名城。这里有阿尔拜辛区、曲径
幽巷，还有辉煌壮丽的阿尔罕布拉宫，到访
人数排在西班牙第二，仅次于巴塞罗那的圣

家堂。这座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千年古城有一
种现代时尚的氛围，其美食令人啧啧称奇。
历史爱好者、旅行达人，特别是球迷，一定不
要错过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足球俱乐部
格拉纳达的欧洲年
  据说在足球世界里，过去并不重要，当下才有价值。然而，如果足球不是把难
忘的时刻定格在记忆中，它又是什么呢？应该铭记历史，也要书写历史。自2019年
升入西甲联赛以来，格拉纳达就是这么理解的。在他们回归后的第一个赛季便取
得欧战资格，这使他们成为了中立球迷的最爱，而一路杀进欧洲联赛四分之一决
赛对阵曼联则创造了一生难忘的美好回忆。我们能确定……格拉纳达正在崛起。

旅游 
阿尔罕布拉宫

颜色 
“红白”的起源

  佩德罗•费尔南德斯是身
披格拉纳达战袍出战西甲次
数最多的球员，共上场17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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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问起格拉纳达队的任何
一位成年球迷什么时候是球队的黄金
时期，答案一定只有一个：球队号称“巨
人杀手”的70年代。“巨人杀手”是这支
纳斯里德球队广为人知的别称。1972
年格拉纳达获得了一些令人难以忘怀
的胜利：2-0胜巴塞罗那，2-1胜皇家马
德里，1-0胜瓦伦西亚，5-1胜毕尔巴鄂。
同一年，格拉纳达在西甲赛季排名第
六，这是球队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距欧
战仅一步之遥。格拉纳达球迷的昵称“
纳斯里德人”源自古城波澜壮阔的历
史。纳斯里德（nazarí或nasrí）王朝是
从1238年至1492年1月2日统治格拉
纳达王国的末代穆斯林王朝。王朝的没
落意味着安达卢斯的终结，最后一位苏
丹是布阿卜迪勒。

  在1941-42赛季，由于当时的守门员匈
牙利人久拉•艾伯蒂在比赛中有个跟吃相关
的有趣习惯，让他变成了球队的传奇人物。有
一次比赛时，艾伯蒂把一袋橙子放在球门底
部。每当队友们冲到对方半场拼抢时，他就拿
过一只橙子放在嘴边，一边直接用手挤出果
汁一边吸食。那天以后，球迷们送给他好多橙
子，最后球门看起来简直就像个水果摊。

  如今，俱乐部以格拉纳达的名字为人熟
知。但这个名字是从1941年球队首次升入西
甲才开始启用。最初，俱乐部被定名为格拉纳
达娱乐。更名后，早先的名字由梯队继续使用。

  马拉多纳三兄弟唯一一次为同一家俱
乐部出征比赛是身披格拉纳达的战袍，那是
1987年在老卡梅内斯球场和瑞典马尔默球
队的一场友谊赛。格拉纳达队和世界足坛巨
星的缘分却不止这个。很多人甚至做梦都想
不到，传奇人物克鲁伊夫与格拉纳达也有种
特殊的连接。这位荷兰巨星是那个时代全球
最好的球员，他1973年在西班牙的首场比
赛正是在诺坎普球场对阵格拉纳达队。接下
来的事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传奇故事

从马拉多纳到克鲁伊夫

队名

带来改变的升级

奇闻轶事 
橙子守门员

昵称 
巨人杀手和“纳斯里德人”

  艾尔•阿拉比是格拉
纳达在西甲进球最多的球
员，共44枚。

  格拉纳达在西甲
1971-72和1973-74赛
季均排名第六，历史最
佳。

格拉纳达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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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格拉纳达

  这座纳塞瑞斯城依偎在大海和山脉之间，它
见证了本地足球一路从草根级别打到顶级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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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菲足球俱乐部

创始年 1983年

球衣

所在城市：赫塔菲（马德里）

主场：阿方索•佩雷斯球场

可接纳观众数量：19336人

参加西甲赛季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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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荣誉
2次国王杯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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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赫塔菲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但国内
外鼎鼎大名的教练都曾来担任过教习。其中有两位
大牌明星教练最值一提，他们是舒斯特尔和米歇尔•
劳德鲁普。德国巨星舒斯特尔在2005-2007赛季执
教。此后一年，由丹麦国际巨星米歇尔•劳德鲁普执
掌的球队首次闯入欧战。劳德鲁普麾下的“欧洲赫塔
菲”先后战胜过本菲卡、雅典AEK、托特纳姆热刺和
皇家安德莱赫特。但最终由于客场进球数少于对手
拜仁慕尼黑而惜败。

  出生在赫塔菲，人称“白靴魔法师”的
球员阿方索•佩雷斯曾在皇家马德里、皇家
贝蒂斯、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国家队效过力。
为了纪念他，赫塔菲主场曾叫作阿方索•佩
雷斯球场。

  20年时间里，在这个球场上演过对俱乐
部和足坛都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比如，与
拜仁慕尼黑战成3-3平局的欧联1/4决赛，或
者2010年举行的欧冠女足决赛。

赫塔菲足球俱乐部
一支无所不能的球队
  我们发现马德里周边一些小城的居民能抵挡住诱惑，他们不去追随首都的超
级球队，反而是尽心竭力地支持当地俱乐部。赫塔菲市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城，其足
球俱乐部则大受裨益。市民对始自1923年的足球运动传统深感自豪。如今的赫塔
菲是各级别联赛中最难被预测的一支球队：曾在六年里连升六级，和四支顶级强
队的对阵惊艳西甲联赛；不久前还入围欧足联欧洲联赛。

球场 
一个充满魔力的竞技场

欧洲 
群星中的欧洲赫塔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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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群星中的欧洲赫塔菲

  赫塔菲的球员和球迷都被称为“蓝
军人”。所有“蓝军人”都记得2007年5
月9日的夜晚，那是俱乐部最具史诗意
义的夜晚。在这个夜晚举行了国王杯半
决赛下回合的比赛，赫塔菲的对手是无
所不能，并在上回合以5-2的比分完胜
自己的巴萨俱乐部。虽然看似不可能，
但凭借卡斯克罗和多拉多各自一枚进
球，以及古伊萨的梅开二度，赫塔菲最
终以5-6的总分第一次拿到了国王杯决
赛的入场券。

  在赫塔菲市，它的航空传统得到广
泛普及。这里坐落着西班牙最古老的空
军基地（1911年）；这里同时也是早于
直升机出现的旋翼飞机首次起飞的地
方。因此，城市市徽和球队队徽上都有
飞机。

飞机

一家重量级的俱乐部

逆转 
一个史诗级的夜晚

艺术 
举足轻重的吉祥物

  卡斯克罗是身披赫
塔菲战袍在西甲联赛中
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
共190场。

  马努•德尔莫拉尔
是赫塔菲俱乐部西甲比
赛的进球纪录保持者，
总进球数37。

  守门员“鸭子”阿邦丹
谢里2006-07赛季效力赫
塔菲，获该赛季西甲联赛
萨莫拉奖（失球最少门将
奖）。 

赫塔菲足球俱乐部 成立于1983年

  dEmo是西班牙一位享誉全球的都
市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位赫塔菲的
超级粉丝也是球队吉祥物——一只带翅
膀的蓝色小熊的缔造者，创作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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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围西班牙足球的顶级联赛实属不易，特别是其第二级别的
西乙联赛已是超高水准。为了争夺升级西甲的机会，所有的西乙
赛季都一如既往地剑拔弩张，惊心动魄。此乃最旗鼓相当的比赛
之一，让22支球队和他们激情四射的球迷梦想着能升入世界最高
级别的足球联赛。在西乙联赛，一切皆有可能。

22支球队中的13支

曾参加过西甲联赛。

  希洪体育（49）、特内里费（45）、皇
家奥维耶多（39）、皇家巴拉多利德（36
）和拉斯帕尔玛斯（32）等球队是参加过
西乙联赛赛季数最多的一些球队。

7支西乙球队的球场可
容纳的观众数超过2万。

西乙联赛（LaLiga SmartBank）
可与顶级联赛比肩的大赛

甲级水准的西乙联赛 老牌劲旅 宏伟壮观的足球场

常胜之师
  皇家萨拉戈萨（6次国王杯冠军，94-
95 超级杯冠军）和皇家巴拉多利德（45
个顶级联赛赛季）都曾在西甲联赛中拼
杀并为夺冠而战的经典球队。

  阿斯图里亚德比（希洪体育vs奥维耶多）
及加纳利德比（特内里费vs拉斯帕尔玛斯）代
表着最势均力敌的对阵，是球迷必须要体验的
氛围。

  哈维•阿隆索在仅仅带队两个赛季后便带
领皇家社会B队，或者叫Sanse，一个更加广为
人知的名字，打入2017-18赛季的巴塞罗那B队
和塞维利亚竞技。

最激烈的德比
自2018年以来的第一支

B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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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乙联赛排名第3至第6的球队通过踢附加赛来争
夺升入西甲的最后一个名额。

  极致的激情足球。

  有了之前两个赛季的成功经验，西乙联赛如今在欧洲、非洲、亚
洲和美洲的各地转播平台和YouTube上，只要轻松一点便可观看直
播。

升级附加赛，
百分之百的足球盛宴

西乙联赛
在全球

  斯图亚尼、久尔杰维奇、萨迪奇、鲁文卡斯特罗、巴雷罗、韦斯
曼…… 他们只是活跃在西乙赛场上的重量级球星的一部分。

众星云集的联赛

猜猜以下哪位球员
参加过西乙联赛的比赛？

全部！

球员们

格里兹曼/阿森西奥/阿尔巴
/大卫•席尔瓦/比利亚/凯帕/佩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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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西班牙人俱乐部
 韦斯卡体育协会 

奥萨苏纳竞技俱乐部 
巴列卡诺闪电

莱万特体育联盟
阿拉维斯体育

皇家贝蒂斯
埃瓦尔体育协会

埃尔切足球俱乐部
皇家拉科鲁尼亚竞技俱乐部

皇家贝蒂斯
皇家社会

   2020-21
 2019-20 
 2018-19 
 2017-18
 2016-17
 2015-16
 2014-15
 2013-14
 2012-13
 2011-12
 2010-11
 2009-10

历届西乙
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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