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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18:00 长春亚泰VS广州恒大
19:35 华夏幸福VS贵州恒丰
19:35 重庆斯威VS山东鲁能
19:35 上海上港VS上海申花
8月12日
19:35 北京人和VS天津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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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多彩贵州城双飞6日 3180元
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丹霞/祁连草原/门源环线6日/7日 3080元
宁夏沙坡头/通湖草原 2日580元 敦煌/嘉峪关双动3日游 1680元
坎布拉纯玩1日90元 青海湖纯玩1日90元 茶卡盐湖1日280元 祁连/门源/张掖2日780元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纺织品大楼1单元9楼(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报名/赠双保险/赠户外旅行包)

国安双杀苏宁 鲁能志夺三分

新华社上海8月9日电（记者
朱翃 黄文韬）本周六，2018 赛季中
超联赛将迎来一场焦点之战——上
海上港坐镇主场迎战上海申花，这
也是本赛季申城德比的二番战。两
队的近况都难言乐观，尤其是上海申
花，两大外援有伤在身、出战成疑，主
力后腰停赛，加之客场作战，申花若
能取分，便是胜利。

联赛赛程过半，随着申花和上
港先后在亚冠、足协杯中出局，联赛
成了两支上海球队最后的战线。目
前，上港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落后
榜首3分，虽仍处于争冠行列，但上
港在争冠诸队中并无优势可言；而
申花与排名第4且少赛一场的恒大
有多达 7 分的差距，想要争夺下赛
季亚冠名额，后半程每一场比赛都
面临取分压力。

在联赛前半程的对阵中，上港
客场2：0完胜申花，比分的差距也显
示了两队在阵容实力方面的差距。

两支球队均近况不佳。上轮联
赛更是让人大跌眼镜，面对曾经8：0
狂胜的升班马大连一方，上港竟然
0：1败走大连。申花已四轮不胜，急
需走出困境。

聚焦德比战，上港很可能继续
“一套阵容打天下”，而申花在排
兵布阵上可谓捉襟见肘。申花的
两位外援瓜林、莫雷诺都有伤在
身，尽管莫雷诺有恢复性训练，但
两位外援能否出战、状态如何都要
打上一个问号。由于主力后腰秦
升在夏窗期转会大连一方，瓜林有
伤在身，孙世林又染红停赛，这让
申花在后腰位置岌岌可危。申花
还有个“不明情况”，那就是登巴
巴。在对阵亚泰的比赛中，登巴巴
与张力发生冲突，为此足协专门召
开了听证会，不排除双方球员都被
处罚的可能性。如果登巴巴因此
未能出战德比的话，申花可谓雪上
加霜。

英超
8月11日
19:30 纽卡斯尔 VS 热刺
22:00 哈德斯菲尔德 VS 切尔西
8月12日
20:30 利物浦 VS 西汉姆联
23:00 阿森纳 VS 曼城
西班牙超级杯
8月13日
02:00 塞维利亚 VS 巴塞罗那

伯纳乌杯
8月12日
03:00 皇家马德里 VS AC米兰
德国超级杯
8月13日
02:30 法兰克福 VS 拜仁慕尼黑
国际冠军杯
8月12日
03:05 马德里竞技 VS 国际米兰

8月12日 23:00 阿森纳 VS 曼城

本报综合消息 2018-2019 英超赛季 8 月 11
日凌晨打响，曼城、曼联、热刺、利物浦、切尔西和
阿森纳六大豪门仍是夺冠热门。不过，上赛季冠
军的“蓝红之争”是在“蓝月亮”曼城与“红魔”曼
联之间展开，本赛季“红魔”很可能会被“红军”利
物浦所取代，从而展开新的“蓝红之争”。

利物浦叫板曼城

一家英国媒体曾请来11位专家展望新赛季，
有10人认为曼城能成功卫冕。曼城基本保持上
赛季的主力阵容，还增加了马赫雷斯，实力有增
无减。更重要的是，这是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第
三个赛季，上赛季他率队以创纪录的100分成绩
在英超称王，已在俱乐部树立起个人权威，赢得
上下的一致拥戴，会给新赛季的执教带来很大便
利。

日前，瓜迪奥拉已明确表示，夺取英超冠军
是新赛季的首要目标，比欧冠冠军更被看重，其
理由是英超夺冠靠的是长时间的稳定发挥，欧冠
登顶则存在较大的偶然性。这样务实的目标无
疑会为曼城在英超赛场加分。

利物浦尽管在上赛季英超只获第四名，但新
赛季前引援力度加大，在保留队中大牌的前提
下，仅转会费就花了超过 1.6 亿英镑，引进阿利
松、法比尼奥、凯塔和沙奇里等大牌，实力大增，
具备与曼城叫
板的实力。

利物浦兵
强马壮，在近
期的热身赛中
取得7胜1平1
负的战绩，不
仅磨合了阵容
打 法, 也 增 强
了 争 冠 的 信
心 。 虽 然 11
位专家中仅有
一人看好利物
浦最终登顶，
但将其列在次
席的也多达八
人 。 毫 无 疑
问，利物浦在
新赛季已成为
曼城最强的争冠对手，两队的竞争力高出其他
的英超豪门。

谈到新赛季目标，利物浦主教练克洛普表
示:“我希望能赢得冠军，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家俱乐部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取得了很棒的进
步，现在重要的是迈出下一步。”

曼联热刺难争冠

曼联是英超上赛季亚军，但在新赛季的前
景不被看好。曼联在今夏转会窗没有大手笔，
马夏尔和博格巴又与主教练穆里尼奥闹翻。可
以说，曼联在准备期的备战是六大豪门中较差
的。曼联的牌面实力与曼城相比不遑多让，但
上赛季的表现则相差甚远。穆里尼奥消极保守
的打法广受诟病，媒体甚至预测他是下赛季最
先下课的英超主教练。

热刺是上赛季的英超第三，他们的实力与主
教练波蒂切诺的执教水平有目其睹。与其他五
强相比，热刺一直被视为英超的“准豪门”，原因
是俱乐部的老板列维一直缺乏雄心壮志，是热刺
始终难以争冠的关键所在。其实，英格兰队在俄
罗斯世界杯表现出色，热刺俱乐部当记头功，因
为“三狮军团”中有很多球员出自热刺。本赛季，
热刺仍是欧冠席位的有力争夺者，各项杯赛也有
能力争冠，但在英超争冠难度较大。

切尔西、阿森纳的新任主教练萨里、埃梅里
都是首次执教英超，最大问题是要尽快熟悉情
况，在队内树立威信。相较而言，埃梅里的情况
要好一些，毕竟其前任温格留下一个完整的阵
容。这一优势有望让阿森纳尽快进入状态，如
果开局顺利，有望带来惊喜。不过像孔蒂那样
执教切尔西第一个赛季就在英超称王的毕竟是
小概率事件，重现的可能性不大。

今日 19:35 上海上港VS上海申花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据中
国足协官网消息，8月10日，在集训
大名单基础上，经过集训选拔，代表
中国出征第十八届亚运会足球项目
的运动员名单最终确定。

女运动员包括：古雅沙、赵容、
肖裕仪、李佳悦、黄旖旎、杨莉娜、赵
丽娜、李梦雯、李影、李婷婷、娄佳
惠、王珊珊、王焱、毕晓琳、王霜、吴

海燕、林宇萍、任
桂辛、韩鹏、张睿。

男运动员包
括：曹永竞、陈彬

彬、陈威、陈哲超、邓涵文、冯伯元、高
准翼、何超、龙成、黄紫昌、李海龙、刘
洋、刘奕鸣、唐诗、韦世豪、徐友刚、姚
均晟、张玉宁、张源、周煜辰。

8 月 14 日，中国男足队伍将率
先亮相亚运赛场，小组赛首战东帝
汶队；中国女足本届亚运会的首秀
则将在 8 月 17 日上演，对手是中国
香港队。

本报综合消息 TIU(国际网球道德调
查小组)8月9日发布了一条处罚：中国球员
彭帅去年温网期间因违规更换双打搭档被

禁赛3个月，外加3个月的禁赛缓期执行。
9日晚，当事人彭帅在微博中发长文回应此
事，声称自己从未强迫搭档退赛。

对于此次禁赛事
件，彭帅解释说：“去年温
网期间，因米尔扎和我的
搭档先后受伤，临时更换
搭档，我当时的前外教与
范·乌伊凡克的教练在沟
通中出现问题，被对方教
练举报。我在被 TIU 叫
去问话后，询问员当时也
觉得有些误会，让我到伦
敦第一时间找了WTA裁
判长同乌伊凡克一起沟
通下，解释清楚。同裁判
长了解清楚规则后才知

道我和米尔扎并不可以更换搭档，确认与乌
伊凡克配双打。然后等了乌伊凡克三个多
小时，她没有来，比赛开始后接到她的短信，
她说因伤退出双打比赛。”

彭帅表示，乌伊凡克后来退出双打比
赛完全是她的个人行为，“我们从未给她钱
让她假伤退赛。当时我和米尔扎非常希望
配对，通过佩雷特传达，我们确实提及到了
愿意给乌伊凡克第一轮的奖金，是用于补
偿乌伊凡克租房子和更改行程的损失。此
外，前教练佩雷特与乌伊凡克教练的对话
内容，我本人并不完全知情。”

彭帅特别强调，在她二十年的职业生涯
里，从未用过任何方式强迫搭档退赛。“我不
会退役，是否上诉会同律师沟通解决。感谢
大家的关心。”值得注意的是，在TIU的处罚
中也有涉及到彭帅的前教练佩雷特，后者被
罚停赛3个月，并被指控为该事件的幕后主
使。对32岁的彭帅来讲，这次禁赛已经对她
有限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很大伤害。

新华社长春8月10日电（记者周万鹏）对中超
联赛第16轮长春亚泰球员张力与上海绿地申花球
员登巴巴的冲突事件，中国足协10日在官网发布处
罚决定：因干扰比赛正常秩序，张力被停赛6场，罚
款4.2万元。此次处罚未涉及申花队。8月4日亚泰
队主场对阵申花队比赛中，张力与登巴巴在下半时
发生冲突。赛后，申花队称张力对登巴巴使用了种
族歧视的言语攻击。而张力本人和亚泰队则对此予
以否认。双方均整理了相关材料提交至足协。

中国足协在处罚决定中称，根据比赛监督报
告、当事人听证说明及视频等，在比赛第77分钟至
第 80 分钟期间，亚泰队球员张力干扰比赛正常秩

序，引起场面混乱，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依
据《中国足球协会纪
律准则》第五十五条、
第四十九条之规定，
做出对张力停赛6场、
罚款4.2万元的处罚。

中超第17轮 今日 18:00 长春亚泰VS广州恒大 19:35 重庆斯威VS山东鲁能

新赛季英超群雄纷争

利物浦挑战“霸权”

彭帅回应禁赛事件彭帅回应禁赛事件“从未给钱让搭档退赛”

长春亚泰球员张力被停赛长春亚泰球员张力被停赛66场场

本报综合消息 8 月 10 日晚在中超第 17 轮的
一场焦点对决中，国安坐镇工体迎战苏宁。上半场
张稀哲为国安打破僵局，谢鹏飞的射门击中横梁；
下半场，雷腾龙为国安扩大领先优势，第78分钟，
张瑀自摆乌龙，第82分钟，比埃拉锁定胜局，国安
最终 3：1 战胜苏宁，连续 16 轮不败继续领跑积分
榜，而苏宁则吃到最近 6 轮的首败，继续位列积分
榜第5。

两队的首回合较量中，客场作战的国安2：1获
胜。本赛季国安主客场都战胜了苏宁，实现了对对
手的双杀，这是继 2010、2011 以及 2014 赛季之后，
国安第4次对苏宁完成双杀。

当晚处于中超降级区的大连一方凭借外援出
色发挥，在主场3：0战胜广州富力，取得冲超以来首
个两连胜，大连一方重现保级曙光。在另一场比赛
中，天津泰达主场2:0战胜河南建业，阿奇姆彭和乔
纳森分别在上半场为主队建功。

又讯 北京时间2018年8月11日19：35，保级弱
旅重庆斯威和争冠豪强山东鲁能将在重庆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展开对决。重庆斯威本赛季迎来第三
位主帅小克鲁伊夫，本场比赛也将是他的首秀。重
庆斯威目前位列联赛倒数第三名，仅仅比降级区的
大连一方领先两分。球队从联赛第八轮开始，主场
四连败，不仅输给了广州富力和天津权健这样的中
游球队，连下游球队长春亚泰和贵州恒丰都输了，
本轮对阵争冠梯队的山东鲁能，压力很大。山东鲁
能目前积32分屈居联赛第二名。从交战记录来看，
重庆斯威且坐拥主场之利，拿分的机会还是存在
的，不过山东鲁能目前已经连续十轮不败，气势正
虹，重庆斯威能否顺利逼平强敌还需要看新帅的表
现。

申城德比二番战

残阵申花若能取分便是胜利

U23男足出征亚运名单公布

韦世豪张玉宁领衔韦世豪张玉宁领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