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2月15日
03:45 皇家马德里 VS 巴黎圣日耳曼

英超战报 切尔西3：0西布罗姆维奇

亚冠小组赛首轮 今日 17:00 广州恒大VS武里南联 18:00 鹿岛鹿角VS上海申花

NBA昨日战报
尼克斯92：108 76人
鹈鹕118：103活塞
快船114：101篮网
魔术101：105公牛
马刺99：101爵士
太阳83：129勇士
2月14日
08:00 热火VS猛龙
09:00 火箭VS森林狼
09:00 骑士VS雷霆
09:00 老鹰VS雄鹿
09:30 国王VS独行侠
11:30 马刺VS掘金
2月15日
08:00 热火VS76人
08:00 黄蜂VS魔术
08:00 老鹰VS活塞
08:30 奇才VS尼克斯
08:30 步行者VS篮网
09:00 雷霆VS灰熊
09:00 湖人VS鹈鹕
09:00 国王VS火箭
09:00 快船VS凯尔特人
09:00 猛龙VS公牛
10:00 太阳VS爵士
11:30 勇士VS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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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旅行社全国青年文明号 国家旅游局特许出境组团社
青 海 省 成 立 较 早 的 国 际 社 之 一

经营许可证：L-QH-CJ00011 官网www.qhcyts.com 微信公众号：qhcyts
芽庄深度半自由行8日游全程四星住宿（西宁起止）团期：2月25日：3880元/人，3月11日、18日、25日 价格：4180元/人
泰国 曼谷芭提雅金沙岛无自费（西宁起止派领队，无附加费，往返正点白班机）2月18日（大年初三）： 5980元/人
奇迹迪拜6日游（西宁起止）2月8/25/27日：6980元/人 泰新马一价全含（西宁起止派领队）2月20日：7680元/人，27日：6280元/人
五星普吉斯米兰 9日游（西宁独立成团，兰州直飞普吉岛包机）全程0自费，赠送一天自由行！3月17日： 5999元/人
柬埔寨 吴哥+金边双城10日游（西宁起止派领队，无附加费，往返正点白班机）
住五星泳池酒店，享价值800元超值自费！3月10日/17日/24日：4999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 11日游 3月3日：10200元/人，3月7日：10800元/人 3月12/14日：11900元/人
德法瑞意一价全含12日游（西宁起止）2月26日/3月12日：13200元/人
海南三亚 优选住宿 品质6日游（西宁直飞海口）2月14日：6580元/人
2月15-17日：7680/人2月18日7380元/人，2月19—21日： 6880元/人

妙游世界乐享生活
青海妙游国际旅行社
L—QH00307

24小时咨询热线：6130272 13709753126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160元起
北京/天津单飞6日游 2780元起
厦门/桂林三飞9日游 5980元起
三亚/北海双飞8日游 3960元起
三亚/北海/桂林三飞10日游 4980元起
环游上海迪士尼双飞6日游 4280元起
贵州双飞6日游 4300元起 桂林双飞5日游 3480元起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双飞7日游 5880元起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双飞6日游 3360元起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4960元起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双飞11日游 2880元起
报名地址：胜利路万方城商务中心A座6楼10609室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2月15日
03:45波尔图 VS 利物浦
03:45皇家马德里 VS 巴黎圣日耳曼

本报综合消息 13日，2018赛季亚冠联赛F组
展开一场焦点之战。凭借埃尔克森的进球以及门
将颜骏凌的神勇表现，上海上港客场1:0战胜日本
川崎前锋，取得新赛季亚冠小组赛的开门红，也为
征战亚冠的中超球队开了个好头。

本场比赛，虽然川崎前锋的控球率和射门次数
均高于上海上港，但在射正次数上，上港以7:3明显
占优，可见上港队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

8分钟内连入三球！天津权健13日在2018赛
季亚冠联赛E组首轮中3:0完胜中国香港杰志队，
取得亚冠正赛首胜。

拥有帕托、莫德斯特、维特塞尔等外援的中超
新贵天津权健是凭借上赛季中超季军身份获得亚
冠资格的，并在资格赛中2:0战胜菲律宾谷神星队
晋级亚冠正赛。

上半场30分钟过后，权健终于打开进球账户，
并在8分钟之内连入三球。莫德斯特第32分钟率
先破门，随后他又在35分钟制造对手乌龙球，孙可
第39分钟头球破门锁定胜局。三球领先的权健在
下半场稳住节奏，进攻的欲望和机会大大减少，没
能再改写比分。

卡帅上演回归首秀

北京时间2月14日，2018亚冠G组首轮，广州
恒大将在主场迎战泰超霸主武里南联。对于恒大
来说，面对小组最弱对手，取得开门红，奠定出线有
利局势，也是恒大唯一的追求，卡帅也将迎来重返
恒大的首秀。

这是卡纳瓦罗重新执掌恒大帅印后，迎来的正
式比赛首秀。卡帅在2015年执教恒大时，曾经率队
闯入亚冠八强，但却在随后遭遇下课的命运。此番
重返恒大，卡帅将率队向着亚冠冠军发起冲击。

恒大征战亚冠联赛以来，在首轮比赛保持不
败，取得5胜1平的彪炳战绩。此番再次出征亚冠，
恒大也希望延续首秀不败的传统。

恒大在冬季引援时，并没有引进传闻之中的奥
巴梅扬、纳因戈兰和比达尔等大牌球星，而是从泰
达引进古德利。尽管名气一般，但古德利胜在实用
性。古德利也顺利进入到恒大的亚冠大名单，有望
在亚冠赛场上迎来加盟的首秀。

恒大在赴迪拜拉练时，战绩难尽人意，仅取得1
胜2平3负的战绩，这也让人对恒大颇为担忧。此
番征战亚冠赛场，恒大也希望能够顺利取得开门
红，终止迪拜热身时的颓势。

武里南联曾经在广州征战过2场亚冠，皆顺利
获得比赛的胜利。对于武里南来说，广州也是一块
福地，这或将让球队拥有着心理优势。

申花再战鹿岛鹿角

北京时间 2 月 14 日 18 时，2018 年亚冠联赛小
组赛 H 组首轮，上海申花队将客场挑战鹿岛鹿角
队。深陷鹿岛鹿角、水原三星、悉尼FC包围的“死
亡之组”，申花队将遭遇严峻考验。

上赛季，申花队力压同城对手上港夺得足协杯
冠军，客战鹿岛鹿角，也是申花队时隔七年重返亚
冠后的首秀，他们期待用一场胜利为自己正名，也
为全国球迷送上一份新春大礼。申花队客场作战
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为冲出“死亡之组”奠定基
础。

申花和鹿岛鹿角是亚冠老对手，2009年和2011
年亚冠，两队都曾同在一组。结果，四场比赛申花
队2平2负没有胜绩。其中，两个客场申花队都以
0：2告负。本场比赛，申花队渴望打破不胜鹿岛的
魔咒。据悉鹿岛锋线大将因伤缺席比赛，对申花队
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上港权健告捷 恒大今日亮剑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郑道锦）中
国足协13日公布了2018赛季中超联赛正式赛
程，3月2日开始，11月11日落幕，开幕式将于
3月3日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揭幕战
在天津泰达与河北华夏幸福之间展开。

除了揭幕战之外，首轮还有广州恒大淘宝
主场对阵广州富力的广州德比，以及山东鲁能
泰山主场对阵北京中赫国安两场焦点战。根
据赛程，在联赛倒数第三轮，恒大将在主场对
阵有望成为其夺冠劲敌的上海上港，届时若两
队积分差距还没有拉开，或将上演一场争冠好
戏。由于今年 6 月至 7 月中旬有俄罗斯世界
杯，中超联赛从 5 月 20 日之后将休战近两个
月，避免和世界杯冲突。

本报综合
消息 北 京 时
间 2 月 15 日凌
晨 3 点 45 分，
2017-2018 赛
季欧洲足球冠

军联赛1/8决赛首回合迎来一场焦点之战，卫
冕冠军皇家马德里坐镇主场伯纳乌迎战法甲
劲旅巴黎圣日耳曼。此番新老两大王者对决，
吸引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C罗欧冠持续爆发
C 罗是欧冠联赛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之

一，虽然本赛季联赛表现欠佳，但是C罗在欧
冠小组赛中连续制造纪录，不仅累计打进9球
领跑射手榜，而且还创造了欧冠小组赛场场进
球的神迹。在对阵巴黎圣日耳曼之前的最后
一场比赛，C 罗面对皇家社会上演了帽子戏
法。在这项欧洲顶级赛事中，C罗总有亮眼表
现，这一次葡萄牙射手能否继续延续大爆发，
击溃巴黎圣日耳曼？

内马尔相遇老对手
8次对阵皇马的比赛，联赛7次，国王杯1

次，内马尔打进3球。而卡瓦哈尔首回合缺阵，
对内马尔来说是个绝对的利好，过去皇马后防
铁闸盯防内马尔都相当吃力，如今内马尔少了
个劲敌。另外赛前也再次传出内马尔可能加
盟皇马的可能，弗洛伦蒂诺一直希望能够引进
巴西前锋。

BBC组合大战CNM三叉戟
组合已经被写进了历史，而BBC组合则是

还处在进行时，未来欧冠主场对阵大巴黎，齐
达内可能派出 BBC 组合搏杀巴黎圣日耳曼。
但是巴黎的锋线三叉戟本赛季火力实在太猛，
内马尔累计打进27球，姆巴佩打进15球，卡瓦
尼打进28球。而皇马队内C罗打进23球，本
泽马打进6球，贝尔打进9球，虽然总进球数上
皇马稍逊于大巴黎，但是欧冠经验则是银河战
舰略胜一筹。

CC罗内少欧冠对决罗内少欧冠对决

新华社平昌2月13日电（记者苏
斌 周凯）中国队单板滑雪项目奖牌零
突破的目标13日在韩国平昌凤凰雪
上公园实现。刘佳宇在女子 U 型场
地决赛中以 89.75 分摘得银牌，这也
是中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上的第
一枚奖牌。

2009年，刘佳宇一举夺得了世界
杯和世界锦标赛两项冠军，世界排名
上升到了第一位。虽然 2010 年温哥
华冬奥会是她的首届冬奥会，但仍然
被公认为是夺得奖牌、甚至夺金的大
热门，然而就在准备冲击冬奥会奖牌
的时候，她却在国外的一次训练中肩
部受伤。

为了参加冬奥会，刘佳宇选择了
保守治疗没有进行手术。伤病影响
了她的发挥，最终她在冬奥会上只获
得了第四名，但已经是中国队在这个
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四年之后
的索契，刘佳宇在赛前再次受伤，这

次她的成绩滑落到了第9名。
时光轮转，又是四年，冬奥会回

到了亚洲。2018 年冬奥会举办地平
昌距离刘佳宇 2009 年夺得世锦赛冠
军的韩国横城只有30多公里。刘佳
宇说：“韩国绝对是我的福地。”

于是在这块福地上，刘佳宇在决赛
中第一跳就已经奠定了前三的位置，第
二跳她再接再厉上升到第二名。虽然
第三跳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未果，不过刘
佳宇仍然“给自己打一百分”！

三次大手术，三次重返赛场，三
届冬奥会，刘佳宇终于拿到了迟到的
奖牌。

又讯 2月13日在平昌冬奥会短
道速滑女子500米半决赛中，中国队的
五届世锦赛冠军范可新和小将曲春雨
在各自小组中因犯规被取消成绩，中
国队无缘随后进行的决赛。女子500
米是中国短道速滑传统优势项目，已
经连续四届冬奥会摘取该项桂冠。

22月月1313日日，，中国选手中国选手
刘佳宇在比赛后庆祝刘佳宇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费茂华摄新华社记者费茂华摄

2月15日 09:30 花滑双人滑自由滑决赛

“葱桶组合”开启争牌之路

新华社平昌2月13日电（记者姬烨 周凯 王集
旻）14日的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赛场，2017年世锦
赛冠军隋文静/韩聪将在双人滑短节目中上演奥
运首秀，而中国女子冰壶队和索契冬奥会速滑冠
军张虹也将登场亮相。

2017-2018赛季，“葱桶组合”在其参赛的各个
场合呈横扫之势，六站国际滑联大奖赛他们拿到
中国和日本的两站冠军，提前锁定总决赛资格；虽
在一个半月前的名古屋总决赛上遗憾摘银，但写
下了三场国际比赛总分均突破230分的唯一双人
滑组合的骄人纪录，并在日本站比赛中以 155.10
分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

以如虹之势滑向江陵的冰上项目赛场，说22
岁的隋文静和25岁的韩聪是冬奥会的双人滑夺冠
热门应该没什么争议，不过二人的冬奥首秀就背
负盛名与厚望，恐怕压力与动力并存，而来自竞争
对手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20182018中超赛程公布中超赛程公布

刘佳宇摘银为中国军团刘佳宇摘银为中国军团““开张开张””
中国单板滑雪实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