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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盛惠冰爽低价
神州鸿声

城北店：城北区小桥医院西200米（金色家园楼下） 城中店：城中区红十字医院对面（中石花园门口） 城东店：城东区七一路104号（省医院路口公交站旁）
电 话：0971—6266676 手 机：13369761258（微信同号）

耳聋助听器
8月3日 —5日 ，大型暑期联谊会活动，优惠多多，惊喜多多！

1.活动当日选配定制机可享五年保修服务（仅限100名，提前预约）

2.任何品牌助听器以旧换新，可折价100—3000元

3.双耳选配全数字助听器可赠送一年专用电池

4.持残疾证、贫困证明和退伍军人，可享受神州鸿声中国爱心基金提供的配机补贴

5.持本报纸购买进口电池买一送一（每人限购2板）

8月3号—5号特邀北京神州鸿声总经理周建先生来店举行听力健康咨询会，为您解答各种听力障碍问题
MFi助听器全新体验轻松解决
看电视、接电话、开会等困扰

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电 尤文图斯8月1日在
亚特兰大与美国大联盟的佼佼者进行一场全明星
赛，然而除了尤文图斯的C罗、伊瓜因，洛杉矶银河
的伊布拉西莫维奇和纽约城的比利亚也将缺阵。

“很抱歉这次比赛C罗和伊瓜因都不能参加。”
尤文图斯主帅阿莱格里说，“因为在踢完世界杯之
后，这些球员需要一些时间来休息。”

36岁的瑞典前锋伊布7月30日也宣布将缺席
这次全明星赛，因为他需要在8天内辗转参加3场
比赛，其中包括7月29日银河队以4：3逆转奥兰多
城的比赛。

“尤文图斯是我之前效力过的俱乐部，这次缺
席我觉得很遗憾。”伊布说，“我要谢谢球迷们的支
持，他们票选我进了全明星队，但我现在的主要目
标是打进更多球，帮助银河队打进季后赛。”

纽约城队的西班牙射手比利亚由于膝盖受伤
一连缺席了六场比赛，他也无法在全明星赛露面。

新华社巴黎7月30日电 谈及乌拉圭前锋卡瓦
尼的转会传闻，正带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新加坡参
加国际冠军杯赛的主教练图赫尔7月30日表示，留
住卡瓦尼是他的“最大愿望”。

近期有西班牙媒体报道称皇家马德里对卡瓦
尼表示出兴趣，或用其代替已经加盟尤文图斯的葡
萄牙球星C罗。

听闻此事，图赫尔略显吃惊，“我没听说过这样
的传闻”，并表示将卡瓦尼留在巴黎圣日耳曼“是最
大的愿望”。

“几天前我还与卡瓦尼有过联系，他没有提及
（关于转会的）任何事情。他说期待着归队，与我们
一同去实现目标。”图赫尔说，“他是重要的球员，我
们没想过让他离开。”

31 岁的卡瓦尼已在“大巴黎”效力了五个赛
季。上赛季内马尔与姆巴佩相继加盟后，卡瓦尼与
这两名球员组成了火力极强的攻击线“三叉戟”。

目前，巴黎圣日耳曼将前往中国，备战8月4日
与摩纳哥队的法国
超级杯。

在 世 界 杯 上 小
腿拉伤的卡瓦尼基
本确定不会出战超级
杯。至于此前未出现
在巴黎圣日耳曼亚洲
行大名单中的几员大
将，迪玛利亚在与马
竞的比赛中登场，蒂·
席尔瓦已与球队会
合，而内马尔也有可
能赶上超级杯。

国际冠军杯
今日

08:00 曼联VS皇马
CCTV-5

08:30 热刺VS AC米兰
10:00 巴塞罗那VS罗马
8月2日
03:00 阿森纳VS切尔西

潍坊杯
今日

09:00 上海上港VS博卡青年
09:00 纽卡斯尔VS山东鲁能
16:00 莫斯科斯巴达克VS中国国青
16:00 法兰克福VS大连一方

中超第15轮
8月1日

18:00 长春亚泰VS大连一方
18:00 山东鲁能VS上海申花
19:35 重庆斯威VS贵州恒丰
19:35 广州富力VS北京人和
19:35 河南建业VS江苏苏宁
20:00 上海上港VS天津权健

8月2日
19:35 北京国安VS河北华夏幸福
19:35 天津泰达 VS 广州恒大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7月31日消息，又到了
中超一周双赛，8月1日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5轮较量
也是本赛季上半程最后一轮比赛，无论是争冠军团
还是保级球队，都将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山东鲁能VS上海申花
上一轮比赛，山东鲁能在客场与江苏苏宁战成

1：1，鲁能虽然近九轮保持不败处于争冠集团，但是
他们三条线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对于鲁能来
说，近9轮取得5胜4平的战绩不错，但还是能够看
出球队还有不少隐患。首先，面对对手个人能力极
强的冲击型外援，几乎束手无策。其次，鲁能新援格
德斯明显还不能适应比赛的节奏。不管对于中超球
员的防守还是裁判的判罚，他都显示出了不适应
感。本场比赛，面对上海申花以登巴巴为代表的锋
线冲击，鲁能的防线同样需要保持十二分警惕。

上海申花在上轮比赛凭借韦世豪的乌龙球，幸
运地与北京国安战平，拿到1分。申花在联赛前14
轮只拿到了6胜4平4负的战绩，本赛季能否拿到亚
冠席位仍然充满悬念。

当谈到半程联赛冠军时，鲁能主帅李霄鹏表示：
“半程积分只是个分数，我们要严谨对待每一场比
赛，如今比赛密度大，目前队内伤病情况比较多，这
对球队比较困难。不过我相信每位出场队员都会全
力以赴。”

上海上港VS天津权健
在国安、鲁能连续拿分、恒大强势上扬的背景

下，上港较为及时地战胜人和获得一场大捷，本场胜
利也为上港实现了一箭双雕——既缓解了足协杯被
淘汰的压力，又帮助本土射手王武磊的中超总进球
数达到88粒，一举追平了韩鹏中超射手王的进球纪
录。不过，拿到这场大胜对于急需在中超争冠的上
港将士来说似乎远远不够。因为本赛季的中超争霸
空前惨烈，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积分都可能改变竞争
格局。此次迎战天津权健，对于上港将士来说，无疑
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与考验。

赛季初期，权健一度遭遇主场五轮不胜，好在他
们最近在主场先后击败申花、富力和亚泰后，终于迎
来联赛主场三连胜。尤其让球迷感到欣喜的是，杨
旭找回状态连续三场比赛取得进球，这为权健后续
征程增添了胜利的砝码。但是此次客战上港，权健
的抢分难度显然较大，不过如此比赛也有助于权健
为接下来的亚冠淘汰赛寻找感觉。

在赛前发布会上，上港主帅佩雷拉表示：“权健
的技战术水平非常高，而且是目前唯一尚在打亚冠
联赛的球队，是一支很有水平的球队，这将是一场非
常艰难的比赛。我们希望踢出精彩比赛拿到三分，
这三分也是证明我们争冠的决心。当然，本场比赛
最重要的是踢出整体足球。”

对于 U23 政策
的调整，佩雷拉表
示：“我对球队这些
U23 球 员 非 常 满
意，他们也在努力
提高自己的水平。
这是不同于之前的
比赛，所以在排兵
布阵上会有更多选
择，可以肯定的是，
我 会 排 出 有 竞 争
力、强劲的阵容。”

鲁能期盼登顶 上港誓抢三分
中超第15轮 今日 18:00 山东鲁能VS上海申花 CCTV-5 20:00 上海上港VS天津权健 CCTV-5

恒大发布战泰达海报：穗“塔”跃津 势不可挡
8月2日 19:35 天津泰达 VS 广州恒大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7 月 31
日消息，中超联赛第15轮广州恒大将
在客场对阵天津泰达。赛前，恒大发
布了本场比赛的海报。

该海报主人公为最近状态火热
的塔利斯卡，海报中塔利斯卡一跃而
起，从广州跨越到天津，力求帮助恒

大继续取得连胜。
目前，广州恒大在少赛一轮的情

况下排名第四，距离榜首的北京国安
有 5 分之差。俄罗斯世界杯间歇期
后，广州恒大夺得两连胜，复苏迹象明
显，单线作战的他们将朝着八冠王的
目标努力。

权健主帅期待比利时国脚维特塞尔归队

新华社上海7月31日电（记者
张泽伟 朱翃）比利时国脚维特塞尔
在俄罗斯世界杯结束后至今未回归
天津权健俱乐部，有外媒称他很快将
加盟多特蒙德。权健主帅保罗·索萨
7月31日表示，自己也不知维特塞尔
的转会传闻是真是假，期待这位中场
大将尽早归队。

8月1日权健在客场迎战上海上
港，索萨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就维特
塞尔转会传闻回应说：“到目前为止
我并没有接到俱乐部官方的告知，
（转会传闻）都是媒体的消息，这关系
到球员个人合同条款问题，我不知道
是真是假。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
在中超转会窗口已经关闭之后，还有
球员离开。”

维特塞尔自从 2017 年 1 月加盟
权健后就一直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主
力。“维特塞尔对于球队的重要性，我
之前多次强调过，相信接下来他能更
好地帮助我们。我期待着8月5日看
到他归队，跟球队合练。”索萨说。

三天前，在权健对阵长春亚泰
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索萨同样被
问到维特塞尔转会的问题，他当时
直接予以否认，认为“是彻头彻尾的
谣言”。

29岁的维特塞尔在俄罗斯世界
杯上跟随比利时队获得了第三名，他
在后腰位置上六次首发并打满全场，
出色的表现让他进入了欧洲豪门的
引援名单。

又讯 北京时间7月31日，中国
足协开出罚单，江苏苏宁球员帕莱塔
因为在足协杯对阵富力的比赛后辱
骂裁判，被处以停赛6场、罚款4.2万
元的处罚。

由于苏宁的足协杯旅程已经结
束，帕莱塔的停赛处罚将在联赛中执
行。帕莱塔的过度抗议为自己招致
了足协的重罚，也对苏宁接下来联赛
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据悉，苏宁就两场比赛关于裁判
判罚进行了申诉，不过足协至今没有
任何回复。

伊布、C罗

缺席美缺席美国大联盟全明星赛国大联盟全明星赛

图赫尔：

留住卡瓦尼是留住卡瓦尼是““最大愿望最大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