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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第22轮 1月4日 03:45 阿森纳VS切尔西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携手青海大学
附属医院创新推出的智慧医疗项目于 12
月 4 日正式上线，该项目旨在打造“互联
网+医疗”就医新模式，重构医疗流程，创
新建立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以及自助服
务设备等全新就医渠道，实现患者在医院
就诊、住院的全流程就医需求，患者可借
助手机、电脑、自助设备等诸多渠道，搭载

热门便捷的移动 APP、微信、支付宝等应
用，完成分诊、挂号、预约、分时诊疗、查询
检查检验报告单、在线咨询、科室位置导
航、收费、结算等全部就医场景的“一站
式”服务，实现“互联网+医疗”科技与医
疗服务的深度融合，大大优化就医流程，
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有效提升
患者就医体验。

打造全省“互联网+医疗”全流程就医模式新标杆
中行携手青大附属医院推出智慧医疗项目

由中国商业联合会、青海商业联合会主
办，西宁市工商业联合会协办，旭峰会展承办
的“第六届青海精品年货大集暨西宁年货会”
自12月30日在城南会展中心B、C馆隆重开
幕以来，万种年货集中展销，短短几天，数万
名群众前来参与选购新年好礼，展会现场擦
肩接踵，热闹异常！

据了解，本届展会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要求、丰富春节
商品市场供应，参展商品丰富别致、门类齐全，
分为两个展馆展出。设有糖酒食品区、清真食
品区、年俗文化区、服装服饰区、日用百货区、
境外礼品区等六大展区，展出的商品近万种。
据组委会介绍，参展商品名优荟萃满足多种消
费需求，厂家直销全面让利市民。同时年货会
期间还举办了年俗文化展演、特色年货产品推
介会、猜灯谜送祝福、“寄年货、寄爱心”即购即

邮速递业务、大型企业团购等多场丰富多彩的
活动，为西宁老百姓打造了一个集观赏、体验、
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年货购物平台。

据了解，展会现场设置了免费茶歇区、小
件寄存处、复秤台、展会咨询处等多项便民服
务。为了方便大家参观展会，组委会还开通
免费专线直通车，逢整点发车，各站点一小时
发车一趟。分别从西钢（招待所对面）、小桥
（新华书店）、西门（原省农行对面）、湟光华联
站（花园南街站）、康乐（21路、25路终点站）
到会展中心往返，市民朋友们可免费乘坐。
也可选择公交路线乘3路、34路、58路、84路、
80路、103路、3001路、3401路、8401路、快速
公交 302 路和塔尔寺公交车至“城南会展中
心站”下车即到。

据悉，展会举办时间为12月30日—1月
22日，为期24天。

万名百姓汇聚城南会展中心
只为选购新年好礼

新华社伦敦1月1日电 双核缺阵的利物
浦1日在客场以2：1战胜伯恩利后，主教练克
洛普在赛后坚称，尽管球衣赞助商近期引发
了转会传闻，但红军的核心球员库蒂尼奥真
的是因为受伤才没有上场。

关于库蒂尼奥在1月冬季转会期加盟巴
萨的流言日前甚嚣尘上，而巴西人本轮由于
大腿伤势，缺席了利物浦远征伯恩利的比赛，
引发外界猜测。

而此前巴塞罗那的球衣装备生产商耐克
“火上浇油”。其官网上近期出现了一张印有
库蒂尼奥名字的巴萨球衣，尽管随后这些内
容就被删除，但更加剧了外界的无限遐想。

不过，在与伯恩利的比赛后，主帅克洛普
称，巴西球星的缺席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影
响。

“我听说了这件事。有人告诉了我，我只
能表示惊叹。”克洛普说道，“库蒂尼奥和萨拉
赫都受伤了，他们的伤势并不严重，但却没有
办法参加与伯恩利的比赛。至少目前还不确
定他们是否能够出现在（下一场）对阵埃弗顿
的比赛中。”

新华社昆明1月2日电（记者丁怡全）在
北京时间 2017 年 12 月 30 日和 2018 年 1 月 1
日，利物浦在英超第21轮和第22轮比赛中，
先是以 2：1 逆转击败莱斯特城，然后又以同
样的比分补时绝杀伯恩利。

在联赛积分榜上，利物浦以44分暂列第
四。自第 19 轮联赛起，英超开始魔鬼赛程，
2017年12月23日至2018年1月1日，10天之
内利物浦先后面对阿森纳、斯旺西、莱斯特城
和伯恩利，取得 3 胜 1 平，拿到 10 个联赛积
分。

目前，利物浦落后排名第二的曼联3分，
领先少赛一场的阿森纳 6 分，领先少赛两场
的热刺 7 分。熬过魔鬼赛程，红军占据联赛
第四的有利位置，但球员伤病、后防不稳、多
线作战等问题仍然可能让利物浦在联赛前四
的争夺中“掉链子”。

对阵伯恩利，红军教头克洛普对首发名
单作了7处调整。利物浦球员萨拉赫和库蒂
尼奥均因伤未能随队出征。作为红军攻击线
上最有威胁的球员，萨拉赫在联赛贡献17球
和 5 次助攻，库蒂尼奥也有 7 球和 6 次助攻，
如果两人因伤长期缺阵，利物浦的进攻势必
大打折扣。

“进攻美如画，防守烂如渣”的利物浦一
旦在进攻端不能有所斩获，后防的问题将被
放大。魔鬼赛程的4场比赛，利物浦有3场丢
球：对阵阿森纳在率先取得 2：0 领先的情况
下，被对手5分钟内连入3球；对阵伯恩利同
样是领先后被对手进球；对阵莱斯特城更是
开场就丢球。逆转和绝杀固然激动人心，但
好运不会一直眷顾利物浦。不过，好在利物
浦签下了荷兰中后卫范迪克，有望增强羸弱
的后防。

魔鬼赛程结束，英超回归正常的一周一
赛，利物浦还要兼顾足总杯和欧冠两项赛
事。三线作战带来的球员体能、伤病等问题
都有可能影响球队的成绩。

对于时隔九年重返欧冠淘汰赛的利物浦
来说，击败葡萄牙球队波尔图挺进八强是最
务实的目标，至于能否进入四强不必过分苛
求。球队的重心仍应放在联赛，毕竟只有最
终跻身联赛前四，才能确保下赛季的欧冠资
格。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 月 4 日 3 时
45 分，2017-2018 赛季英超联赛第 22 轮将迎
来焦点战役，阿森纳坐镇酋长球场迎战切
尔西。历史上双方共有 191 次交锋记录，阿
森纳 74 胜 56 平 61 负占据上风，进 266 球失
248 球。其中主场对阵切尔西，阿森纳战绩
为 46 胜 27 平 25 负，进 151 球失 123 球。

上轮联赛，阿森纳被在降级区苦苦挣扎
的西布朗以1：1逼平，最近8场各项赛事取得
4胜4平的战绩保持不败。在英超积分榜上，
阿森纳暂居第五位，距离排名第四的利物浦
分差有6分，争四前景不容乐观。此番挑战排
名第三的切尔西，阿森纳迫切希望能拿到新
年首胜，争取缩小和前四军团的分差。

上轮联赛，切尔西以5：0横扫斯托克城，
最近6场各项赛事取得5胜1平的佳绩。在积
分榜上，切尔西暂居第三，距离第二的曼联只
有2分之差。如果本轮能够战胜阿森纳，切尔
西就能超越曼联升至第二位。新年首战，蓝
军也期待在伦敦德比大战中客场战胜阿森纳
取得开门红。值得注意的是，切尔西是在酋
长球场击败阿森纳最多的球队之一，他们和
曼联均在这里五次击败过阿森纳。

桑切斯近期状态非常神勇，上一轮联赛
他又制造对手一记乌龙球，遗憾的是未能帮
助球队获得胜利。此番桑切斯和莫拉塔的交
锋，谁能帮助自己的球队赢得强强对话的胜
利值得期待。此外，本场比赛若能零封切尔
西，切赫就将成为英超第一位不失球场次达
到200场的门将。

赛前，阿森纳主帅温格表示：“切尔西的
状态正在迅速恢复，他们最近保持了不错的
势头。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我们必须勇敢面对挑战，才有可能在强强
对话中获得胜利。”

西班牙国王杯
1月4日
02:00 莱里达VS马竞
1月5日
02:00塞尔塔VS巴萨

04:00 努曼西亚VS皇马
意大利杯

1月4日
03:45 尤文图斯VS都灵

魔鬼赛程先逆转后绝杀

利物浦仍利物浦仍需全力争四需全力争四

蓝军明晨誓擒枪手赶超曼联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日消息，
德甲豪门拜仁即将收购格雷茨卡，而在英国媒
体看来，格雷茨卡的到来也意味着拜仁阵中的
比达尔已经不是球队的非卖品。据悉，目前切
尔西主帅孔蒂表示将会引进比达尔，为了得到
这位智利球星，切尔西将拿出3100万英镑的
转会费，而工资也将高出其在拜仁的薪水。

切尔西的两名后腰是坎特和巴卡约科，
但是巴卡约科在新赛季的发挥却无法令人满
意，因此孔蒂也希望引进强援补强球队的后
腰实力，而来自拜仁的智利铁腰比达尔则成
为孔蒂的目标。

比达尔在尤文图斯踢球时曾经与孔蒂一
起共事，孔蒂对比达尔的实力十分认可。目
前比达尔与拜仁的合同将于2019年到期，虽
然合同还有一年半才结束，但是拜仁并不会
阻止比达尔的离开，其原因是目前拜仁已经
基本敲定了格雷茨卡加盟的交易。一旦格雷
茨卡加盟，比达尔在拜仁阵中的作用肯定出
现下滑，因此比达尔也不再是球队的非卖品。

据 悉 ，孔 蒂 目 前 已 经 敲 定 求 购 比 达
尔，并且打算亲自说服比达尔这位旧将加
盟球队。切尔西方面也将拿出 3100 万英镑
求购智利人，虽然这一价格比比达尔加盟
拜仁时略低，但是考虑到比达尔 31 岁的年
龄，这份 3100 万英镑的报价诚意十足。

而为了说服比达尔到切尔西踢球，蓝军
也将提供给比达尔一份高于在拜仁的薪
水。比达尔目前在拜仁的薪水为 750 万欧
元，而切尔西将拿出1500万欧元求购智利铁
腰。同时，一位名叫 Manuel Veth 的记者信
誓旦旦地认为，切尔西签下比达尔已经没有
悬念：“当格雷茨卡加盟拜仁的交易发生后，
切尔西求购比达尔的交易会变得顺畅，在
2018年夏天，比达尔就会与孔蒂重聚。”

又讯 曼城前锋热苏斯将因膝伤长期缺
阵，俱乐部在2日公布了这一消息。

“热苏斯内侧副韧带受伤，他将要接受进
一步的检验来确定休战的具体时间。”球队在
官网上写道。而据赛后的采访，球队主帅瓜
迪奥拉认为热苏斯将伤停一到两个月。

在其个人的社交账户页面上，热苏斯表
现得较为乐观，他表示自己的伤势不需要手
术，并称自己将及早回归球队。

克洛普

回应库回应库蒂尼奥蒂尼奥““被转会被转会””传闻传闻

新华社伦敦1月1日电 曼联 1 日在客
场以2：0击败埃弗顿后，主教练穆里尼奥回
击了俱乐部名宿斯科尔斯近期对球队的批
评，称他“只会被历史铭记为一个顶级球星，
而不是一个评论员”。

曼联著名球星斯科尔斯现年 43 岁，他
的球员生涯在老特拉福德一共夺得11个联
赛冠军，退役后的他如今担任电视评论员。
他在上一轮曼联以0：0闷平南安普敦后，批
评了现役球员博格
巴 的 状 态 、比 赛 态
度，并对他的场上位
置表示质疑。

“我认为斯科尔斯唯一做的事就是批评
人。”穆里尼奥在1日回应说，“博格巴在任
何时候都尽了全力。斯科尔斯只会以一个
顶级球员身份载入史册，而不是评论员。”

与上一场相比，中场核心博格巴在1日
的比赛中，场上位置更靠前，并且以两次助
攻帮助马夏尔和林加德进球，锁定胜局。

穆里尼奥在回应中继续说：“不是每一
个人都必须像他（斯科尔斯）那样，成为一个
非凡的球员。有时博格巴踢得很好，有时还
好，有时并不太好。”

“但他现在赚钱比斯科尔斯多得多，这

并不是他的错。这只是现在的足球现状。”
斯科尔斯近期表达了执教曼联U23梯

队的意愿。而穆里尼奥还不忘用他丰富的
教练履历予以比较。“如果保罗（斯科尔斯）
有一天决定成为主教练，我祝愿他有我25%
的成功就可以了。”穆里尼奥说。

“如果是50%，就是12.5个冠军，25%大概
是6个。如果他达到25%，他将会非常开心了。”

最后，穆里尼奥还是表达了对斯科尔斯
的尊重，称他为一
个“非凡的球员”，
并把他视为“我所

见过的最佳中场球员之一”。
此外，穆里尼奥对在与埃弗顿的比赛中

上演精彩表现的林加德赞不绝口，称这位新
星在成长为优秀球员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
步。

穆里尼奥说：“成为一个有天赋的年轻
球员，是一回事；而要想成为一个非常出色
的球员，则是另一回事。一些球员没有能力
完成这两种身份间的转换，他们可能很有天
赋，但最终成为平庸的球员。而林加德正在
完成这个转换。”穆里尼奥补充道，“他的状
态保持得更有延续性，适应力强，也能更好
地理解比赛，并且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穆里尼奥回击斯科尔斯

孔蒂欲劝比达尔加盟切尔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