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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对战上港定冠军走势？
中超第 18 轮
本报综合消息 2：1！恒大
本赛季又一次险胜，无论场面
如何但终于止住连败，而且 3 分
到手让恒大连续 11 轮比赛之后
占据了中超领头羊的位置。不
过第 18 轮比赛，恒大将与上港
再次打响天王山战役，
2015 赛季
恒大以联赛第二名的身份前往
上体，用 3：0 的完胜开启逆袭之
路，
而这一次则以领头羊的身份
前往上海，是扩大优势，还是让
争冠悬念延续下去？值得一提
的是，
上一次在赛季下半程将恒
大拽下领头羊宝座的恰恰是上
港，
这一次结果会如何？
无惧压力！恒大连续 11 轮
霸占榜首
第 7 轮富力主场 1：3 意外
负于升班马贵州之后，恒大 4：2
拿下建业收获 3 连胜的同时，也
顺势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
置。而恒大来到积分榜榜首，
就不会轻易让出宝座，一波 10
连胜让身后苦苦追赶的上港无
可奈何。第 15 轮，恒大被新贵
权健 4：3 痛击，上 港 残 阵 出 击
1：0 击败苏宁，迫近了双方之间
的差距，也让上港看到下半程
逆袭的希望。
而随后的两轮比赛，恒大
守住榜首位置则极为惊险，0：2
败走工体后，恒大还得感谢昔
日克星亚泰 4：
2 击败了博阿斯的
球 队 ，以 1 分 优 势 守 住 榜 首 位
置。而本轮的较量，上港“先干
为敬”
，
3：
1 干净利落击败副班长
延边，恒大则在鲁能身上遇险，
佩莱破荒的进球就是送给了卫
冕冠军，
不过邹正的绝杀让恒大
又一次保住榜首位置。最近 11
轮比赛，无论比赛场面如何，即
便一度遇险，
但恒大就是未让上
港超越。然而第 18 轮的天王山
战役，
却一切皆有可能。
恒大下半程被踢下榜首？
上次就是拜上港所赐
2015 赛季，恒大半程过后
与国安同分（30 分），身后的上
港、鲁能只分别落后恒大 1 分和
3 分。而随后的比赛中，国安掉
队，只剩下上港能对恒大形成
威胁。第 22 轮上港被建业 2：2
逼平，恒大客场 1：0 小胜苏宁，
中超霸主以 47 分夺回榜首，上
港 46 分次之。不过回过头来的
第 23 轮，恒大被申花 2：2 逼平，
上港 2：1 拿下绿城，榜首位置再
次易主，这样的位次维持了两
轮比赛。值得一提的是，能在

下半程将恒大拽下榜首位置，
中超史上只有 2015 赛季的上港
曾经做到过。
又见恒大上港天王山战
役，
决定冠军走势？
排名第 3 的华夏再次爆冷，
不敌建业后又被力帆击败，几
乎没有威胁恒大和上港的机
会，联赛冠军之争可以说，就是
恒大和上港的角力。上一次出
现 恒 大 上 港 争 霸 就 是 2015 赛
季，不过那一次的恒大在局面
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后来居上拿
到冠军，而转折点就是和上港
的天王山之战。2015 赛季的第
25 轮，恒大做客上海和上港对
决，但决定冠军走势的比赛，以
中超霸主的 3：0 取胜而告终，在
上港的地盘上取得 3 分后，恒大
不仅重新夺回榜首，而且一路
领跑到赛季末。
与两年前以第二的排名前
往上海滩不同，
恒大本周末则是
以领跑者的姿态做客。取胜，
恒
大则把双方之间的差距拉开到 4
分，这也是两队此前的最大差
距，
打平双方争冠的局面仍然胶
着，
一旦落败就会让恒大史上第
二次被同一支球队在下半程拽
下领头羊的宝座。当然，
和 2015
赛季天王山战役后只剩 5 轮比赛
相比，这一次的对决后联赛还剩
下 12 轮，
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双方
来说都不是最致命的，
只能是影
响冠军走势。
疲态尽显+郑智缺阵成隐
患
与 2015 赛季实力力压上港
相比，
如今的恒大在纸面实力上
已经无法占据优势，
只是凭借着
丰富的争冠经验在抗衡上海滩
新一哥。和过往赛季，
面对身后
追兵施压时还能从容面对相比，
此前的两连败就能看出恒大已
经有些自乱阵脚，
与鲁能一役取
胜也带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更为关键的是前往上海，
恒大的中场核心郑智依旧缺
阵，但唯一的好消息是上港的
核心奥斯卡还将继续坐球监。
只不过与 2015 赛季的那场天王
山对决相比，埃神如今是上港
的人，上港还多了胡尔克这个
大 BUG，亚外也从当年天王山
战役染红的金周荣换成了艾哈
迈多夫。但两队非最强阵容的
对决，上港坐拥赛季全胜的上
海八万人体育场，这才是恒大
最难过的一关。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记者韦骅）六
支球队，四场比赛，国际冠军杯进入中国的
第三个年头，无论是参赛球队还是比赛场
次，在数量上都创下了历届新高。作为豪门
俱乐部备战新赛季的重要热身，本月 18 日开
始的国际冠军杯中国赛又有哪些看点？
看宿敌
拜仁、阿森纳、多特蒙德、里昂、米兰“双
雄”，6 支球队皆为欧洲名
门，
在欧冠赛场自然也少不
了多次相遇。要说近些年
在欧战中对阵频率最高的
两支俱乐部，
莫过于阿森纳与拜仁慕尼黑。作
为各自联赛的豪门球队，
阿森纳与拜仁在近几
个赛季的欧冠联赛中多次交锋。在战绩上，
拜
仁是
“枪手”
不折不扣的
“苦主”
，
尤其是上个赛
季阿森纳两回合2：
10不敌拜仁，
不仅是球队的
耻辱性惨败，
也让温格的帅位风雨飘摇。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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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港 VS 广州恒大

宁泽涛短池 100 自夺冠
距亚洲纪录仅差 0.05 秒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7 月 16 日，以
赛代练，出战昆士兰短池（25 米池长）游泳赛
的宁泽涛在 100 米自由泳比赛中游出了 46 秒
64 的成绩夺冠，不仅打破了自己保持了全国
短池 100 米自由泳纪录，距离亚洲纪录也仅
差 0.05 秒。46 秒 64 的成绩足以说明如今全
面恢复训练不到三个月的宁泽涛正在迅速
找回状态。由于没能获得匈牙利游泳世锦
赛的参赛资格，如今代表河南队出赛的宁泽
涛在 7 月初开始继续跟随外教布朗训练。这
次出战昆士兰短池赛，宁泽涛也是以赛代
练。此前在短池 50 米自由泳比赛中，宁泽涛
就以 21 秒 77 夺冠。

权健跃居三甲 亚泰绝杀富力
新华社天津 7 月 16 日电（记
者张泽伟）中超联赛 16 日进行了
第 17 轮的最后两场比赛，
“ 升班
马”天津权健 3：0 完胜上海绿地
申花，首次跃升积分榜三甲；
本轮河北华夏幸福和山东
鲁能纷纷落败，让权健看到了晋
级三甲的希望。最终权健抓住
了机会，在主场赢得一场酣畅淋
漓的胜利。上海申花全程被动，
射门次数不及对手的一半，莫雷
诺、特维斯、曹赟定等关键球员
发挥一般。

卡纳瓦罗率领的权健不仅
具有“升班马”的冲劲与朝气，战
术打法也极具观赏性。赵旭日
成为本场比赛的“关键先生”，他
先后在第 23 分钟和第 35 分钟连
进两球，帮助权健在上半场建立
2：0 的优势。帕托在下半场开始
6 分钟打出“世界波”，帮助球队
三球领先，
锁定胜局。
当日长春亚泰凭借伊哈洛
最后时刻的绝杀，3：2 战胜广州
富力，豪取三连胜，并保持连续 6
轮不败。
球。本场比赛是
张玉宁代表不莱
梅出战的第三场
比赛，3 场比赛张玉宁全部替补
登场。比赛上半场不莱梅两球
领先。第 60 分钟，
张玉宁身穿 19
号球衣替补上场。第 85 分钟，队
友后场发动长传，张玉宁反越位
成功，
获得单刀球推射破门。

张玉宁进不莱梅首球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7
月 16 日 16 日晚间，不莱梅和奥
斯纳布鲁克进行了友谊赛，最终
不莱梅 3：0 奥斯纳布鲁克，张玉
宁替补上场单刀破门，这一球是
张玉宁代表不莱梅攻入的处子

穆帅称曼联不会试图回购 C 罗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5 日电
曼联队主帅穆里尼奥在 15 日的
热身赛之后表示，曼联队不会尝
试从皇家马德里队回购 C 罗。
15 日在洛杉矶进行的一场
足球友谊赛中，曼联队以 5：2 大
胜洛杉矶银河队。赛后，在被问
到最近不断补强阵容的曼联是
否会向皇马求购 C 罗时，穆帅回
应说：
“ 我不会浪费时间在那些
‘无法完成的使命’
上。
”

在当天的比赛中，拉什福德
独中两元。刚刚转入队中的前
锋卢卡库在下半场踢了 45 分钟，
未能取得进球。尽管如此，穆帅
对他的表现表示满意。
穆里尼奥说：
“卢卡库是一位
射手，
他在比赛中一往无前。今天
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很有团队意
识。他不是一个自私的球员，
并没
有被进球的压力所困。他考虑的
并不是他自己，
而是球队的进步。
”

比赛，
两支球队的大部分主力球员都将随队来
到上海，
中国球迷也有望在家门口欣赏到这对
宿敌原汁原味的较量。
看新人
7 月刚刚过半，拜仁、阿森纳和 AC 米兰
均完成重磅交易，拜仁与阿森纳皆以队史纪
录的转会费分别引进托利索与拉卡泽特，J罗
也按先租后买的方式从皇马加盟拜仁。AC

德均在不久前更换了主教练，
虽说此次比赛的
成绩并不具备绝对的参考意义，
但如果有不错
的发挥，
也算是给新东家一份见面礼。
看情结
现拜仁主教练安切洛蒂履历丰富，在五
大联赛都有执教经历，曾率领四支球队拿到
联赛冠军，称其为“冠军教头”并不为过，而
他当上主教练后第一个联赛冠军头衔，
正是
随本次中国赛即将面
对的对手 AC 米兰拿
到的。意甲冠军之
外，安切洛蒂还两次
米兰更是一改往年在转会市场上的作风，以
“红黑军团”
站上欧洲之巅。除了执教，
“安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敲定包括安德烈·席尔瓦、 与
在球员时代还曾效力AC米兰五个赛季，
可
博努奇在内的多名强援，
几乎更新了一套主力 胖”
阵容，
这也令不少米兰球迷尤为期待。对于教 以说有很深的米兰情结。去年拿起拜仁教鞭
安切洛蒂便在国际冠军杯中遇
练，
此次中国赛是磨合新阵的良机，
而对于球 的第一个赛季，
又能勾起中国
员，
能否在赛季初期占据球队的主力位置，
本 到过 AC 米兰。此番再度相遇，
次热身也至关重要。此外，
国际米兰与多特蒙 的米兰球迷怎样的回忆？

今年的国际冠军杯中国赛看什么？
今年的国际冠军杯中国赛看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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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抵达布达佩斯

新华社布达佩斯 7 月 16 日电（记者周欣
杨永前）16 日，奥运冠军孙杨抵达布达佩斯，
准备即将于 7 月 23 日开始的国际泳联世界游
泳锦标赛游泳比赛争夺。展望自己的第六届
世锦赛之旅，
孙杨希望
“成就梦想、
不留遗憾”
。
作为奥运冠军和两届世锦赛最有价值男
子游泳运动员（MVP），孙杨始终在不懈努
力，全方位提高自己，近半年来他在攻克出发
和转身技术的难关。里约奥运会后，孙杨作
为历史上首个集齐男子 200 米、400 米和 1500
米自由泳奥运冠军的人，荣升中国游泳队队
长。他对自己的世锦赛期望是：
“希望在自己
的主项成就梦想，扩大集体的荣誉，也希望为
游泳队作出更大的贡献，带领‘王者之师’继
续前进。”孙杨将在本届世锦赛参加 200 米、
400 米、800 米和 1500 米自由泳四个单项以及
接力项目的比赛，堪称“劳模”。
“我现在很放
松，把自己调整好，放平心态去迎接 7 月 23 日
400 米自由泳比赛的到来。该练的已经练到
了，比赛不留遗憾就好。”
孙杨平静地说。

中国跳水队世锦赛两项失守

新人为成长交学费

本报综合消息 2017 年国际泳联世锦赛
15 日产生三枚跳水金牌。中国队在男子双
人 3 米板和女子 1 米板两个项目上无缘金牌。
在当日的比赛中，中国队“00 后”混双组
合任茜/练俊杰率先拿下一枚金牌。随后的
女子 1 米板决赛中，中国小将陈艺文获得第
四名。男子双人 3 米板中，中国新组合曹缘/
谢思埸倒数第二跳失误，导致与暂列第二位
的俄罗斯选手相比，优势缩小到 4.5 分。最后
一跳，俄罗斯队凭借“杀手锏”109C(向前翻腾
四周半抱膝)成功逆转夺冠。领队周继红表
示，新人经验不足、心理压力较大，未来还需
历练。
“我们的队员比较年轻，需要更多时间
来磨炼，未来需要参加更多大赛。
”
又讯 北京时间 7 月 16 日晚跳水男子 1 米
板决赛，中国队包揽冠亚军，实现六连冠，彭
健烽以 448.40 分夺得冠军，何超以 447.20 分、
1.20 分 之 差 屈 居 亚 军 ，意 大 利 选 手 托 奇 以
444.25 分获得季军。

F1 英国站 小汉主场四连冠
本报综合消息 2017 赛季 F1 英国大奖赛
北京时间 7 月 16 日进行了正赛的争夺。杆位
起跑的梅赛德斯车手汉密尔顿在比赛中一直
保持领先，最终轻松完成了主场四连冠，博塔
斯获得第二名帮助梅赛德斯完成了 1+2 的方
程式，法拉利车队的莱科宁获得第三名，维泰
尔在最后时刻遭遇爆胎，最终错失领奖台获
得第 7 名，而阿隆索再次因为赛车故障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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