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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世锦赛第二阶段 今日 18:20 中国女排VS美国女排 CCTV-5 10月11日 18:20 中国女排VS俄罗斯女排

为营造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丰富
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城北区区委、区政府
以“创新、环保、节俭、喜庆”为原则，现决定面向社
区公开征集2019年城北区“ 两节”灯展方案，欢
迎有意向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征，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2019年城北区春节、元宵节灯展整体规

划方案及各灯组方案设计。
二、项目地点及内容
(一)项目名称：龙门彩灯组
项目地点：小桥大街十字
(二)项目名称：造型灯组
项目地点：泰和广场、朝阳广场、朝阳公园
（三）项目项目名称：灯饰亮化
项目地点：小桥大街十字到新宁桥
三、应征资格要求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或成立，按时年检

合格、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需
提供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资金
1500 万元以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及相关安全许可证等复印件(不
收邮寄件)。

(二)具备合法有效的大型活动策划、彩灯
设计、LED、动漫设计制作、雕塑小品制作、展
会策划、布置等设计和施工一体的资质。

(三)具有较强的彩灯、LED灯、动漫策划、设
计、制作、布展实力，具有规划设计大型灯展工作
业绩，具有在青海西宁施工3年以上的业绩(需附
规划设计合同书复印件和灯会规划图、照片)。

四、征集时间
201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为报名时

间，2018 年10 月23 日至10 月29 日为方案征
集时间(以收到方案时间准)。方案需提交电
子版PPT(PDF)格式文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甘先生
联系电话：0971-5503850
联系地点：城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6003室

西宁市城北区科技文体旅游局
2018年10月10日

城北区2019年春节、元宵节花灯设计方案征集公告

新华社马德里10月8日电 皇家马德里
俱乐部8日公布了本泽马的伤情报告。法国
前锋只是腿筋受伤，有望赶上下一轮西甲联
赛与莱万特的比赛。

本泽马在上周末皇马客场挑战阿拉维斯
的比赛中首发出场，但下半场因伤被换下。
皇马医疗部门 8 日对其伤势进行了详细检
查。俱乐部发布的公告显示，法国前锋右腿
腿筋受伤。西班牙媒体认为其伤势并不严
重，仅需休战约10日左右。

由于眼下西甲联赛因为国际比赛日而暂
停，如无意外，本泽马应不会错过俱乐部的任
何一场比赛。预计他将能参与10月20日皇
马在伯纳乌主场对阵莱万特的比赛。

国际比赛日也给了近来饱受伤病困扰的
皇马以喘息之机。目前皇马阵中几名伤员恢
复情况良好，对塞维利亚一战中受伤的马塞
洛和接受了阑尾炎手术的伊斯科8日都已回
归训练场。

新华社巴黎10月8日电 金球奖8日公
布了30名候选人名单，世界足球先生莫德里
奇榜上有名，同时被提名的还有他在皇家马
德里的前队友C罗、巴塞罗那的梅西和利物
浦的萨拉赫。

作为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的队长，此
前莫德里奇击败C罗和萨拉赫，获得了国际
足联世界足球先生奖项。本赛季欧冠决赛
独中两元的皇马前锋贝尔也入选该名单，除
他之外，皇马俱乐部中还有本泽马、瓦拉内、
伊斯科、马塞洛、拉莫斯五位球员入选。

这份名单中还包括帮助曼城赢得英超
冠军并随比利时队进入世界杯四强的德布

劳内、巴黎圣日耳曼的内马尔和姆巴佩、马
德里竞技核心格列兹曼、英超金靴奖获得者
凯恩等众球星。

今年还首次增设女足金球奖，在15名提
名者中，里昂有7名球员入选。英格兰主力
布朗茨和日本后卫熊谷纱希也在名单当中。

金球奖由《法国足球》杂志于1956年创
立，2010年起曾与创立于1991年的国际足联
世界足球先生奖项合并为“国际足联金球
奖”。2018年是两大奖项“分道扬镳”后的第
三年。

金球奖的最终获得者将由《法国足球》
杂志于12月3日公布。

新华社堪培拉10月9日电（记者白旭）
澳超中央海岸水手队主帅麦克·马尔维9日
表示，正在这里跨界试训的牙买加“飞人”
博尔特，有望在三天后的一场热身赛中获
得首发机会，那将是考验这位短跑名将能
否成为职业球员的一次重要机会。

“我想从身体状况来看，我们可能让他
首发。这或许是一个好机会，但我们会根
据这周情况来做出决定。”马尔维说。

牙买加“闪电”在结束田径生涯后，为
了实现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从8月开始在
中央海岸水手队试训，并随队在8月底参加
了首场热身赛，当时作为替补短暂登场。

澳足协表示，如果32岁的博尔特能够
在12日的热身赛中第一次获得首发机会，
将是他力争打动教练组、获得澳超职业合
同的一次好机会。

“他上一场踢了 15-20 分钟。这一次
也许时间更长，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有提
升，我们对他的进步感到满意。”马尔维说。

马尔维还介绍，近期俱乐部已开始给
博尔特在训练中“开小灶”。

“除了全队合练外，我们还要对他进行
一对一的专门训练。比如停球的第一停、
头球的能力、带球奔跑和传球等。他从训
练看效果不错。周五（12日）将是一次好机
会，看看他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

新赛季的澳超联赛将于 10 月 19 日揭
幕，共有10支球队参赛。博尔特能否在联
赛开始前通过水手队的试训，以获得职业
合同参加新赛季，仍是一个未知数。

新华社伦敦10月9日电 前曼联队长韦
恩·鲁尼日前表示在经历一个糟糕的赛季开
局后，曼联应该有人挺身而出。

在八轮联赛结束后，曼联主帅穆里尼奥
承受了巨大压力，球队目前只有13个积分，
距离榜首球队有着7分的差距。

目前在美国职业大联盟效力的鲁尼日
前向他的老东家喊话说，曼联队员们应该站
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个赛季曼联的开局很糟糕，穆里尼
奥承担了很多非议，但球员们也应该承担一
部分责任，他们应该站出来，做更好的自
己！”鲁尼说。

“球队成绩不好时，穆里尼奥很轻易就
成为球迷攻击的目标。但是部分球员也应

该对今天的不利局面而负责。”鲁尼说，现在
曼联的状况，与两个赛季之前范加尔执教时
的情况如出一辙。

“个人认为，范加尔给当时曼联带来了
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很难在场上将其表现出
来。”鲁尼认为，曼联如今状态欠佳，或许与
更衣室内缺乏灵魂人物有关。

“这是一支年轻的球队，但却面临太多
各种各样的压力了，很多球员可能从来都没
有面对过这些压力，”鲁尼说。

“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可能曼联缺乏
有经验的球员在更衣室里帮助这些年轻
人。如果有足够的老队员，那么或许他
们就能帮助球队走出当前的困境。”鲁尼
说。

本报综合消息 斯图加特在两天前刚刚
解雇了主帅科尔库特，而在北京时间10月9
日，这支德甲球队就找到了新任主帅，此前曾
经执教过沙尔克 04 的魏因齐尔成为球队新
帅，双方签约至2020年6月30日。

魏因齐尔今年43岁，在12年前就开始自
己的执教生涯。2012年，37岁的魏因齐尔成
为奥格斯堡主帅，并带队成功保级，而在随后
的一个赛季，他带领奥格斯堡获得德甲第八，
这也创造了球队在德甲历史上的最高排名。

凭借着在奥格斯堡出色的执教成绩，魏
因齐尔在2013-2014赛季还被评为德国职业
球员工会评选的最佳教练荣誉。2016年，魏
因齐尔执教沙尔克04，但是在2017年6月被
沙尔克04解雇。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中
国女排将在女排世锦赛第二阶段比赛中挑战
卫冕冠军美国队。由于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不
敌意大利，中国女排目前闯进六强的难度不
小，如今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队，唯有全力一
拼争取击败对手，才能将晋级主动权掌握在
自己手中。

美国女排在本届世锦赛七战全胜，是四
支保持不败的队伍之一，整体发挥相当出
色。而中国队在过去三年尽管连夺世界杯、
奥运会和大冠军杯赛冠军，但面对美国队却
明显处于下风。实际上自北京奥运会以来，
中国队还从未在三大赛上战胜过美国队。

相比中国队，美国队的进攻快速多变、副
攻的突破能力相当出众，队中又有多人具备
大赛经验，队伍阵容整齐且板凳厚度较深，轮
换阵容也不会影响全队的整体实力，在世锦
赛这样漫长而又密集的赛事里，美国队的人
员储备是一大优势。

面对美国队，中国队想要获胜，就必须拿
出上一场对阵阿塞拜疆时发球的威力，一传
要有保证，拦防尤其是移动拦网，在选点的判
断上尤为关键。美国队的速度很快，这就给
中国队的拦网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过根据以
往经验，美国队的心理并不是很过硬，如果出
现波动将是中国队的好机会。

朱婷在过去七场比赛中打满了每一分
钟，体能消耗大且状态已有下滑的趋势，好在
袁心玥和龚翔宇已经站了出来，但为了分担
朱婷身上的压力，其他进攻点也需要进一步
打开局面，一传的参与者也要更加专注，且全
队都要做好困难准备。对中国队而言，想要
进入六强就必须尽量拼下美国和俄罗斯这两
支队伍，虽然困难不小但中国队作为奥运冠
军，应该有足够的底气与任何一支强队对垒。

E 组中，目前排名前四的球队是塞尔维
亚、荷兰、日本和巴西；F组中，所剩的四支球
队是意大利、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由于世锦
赛的出线规则是先看胜场数，再看积分，再算
小分，最后看胜负关系，因此，中国队只要能
取得两场胜利，无论比分如何都将出线；而包
括意大利在内，如果两场皆负，就都有可能被
淘汰出局。

今战美国，中国女排如何争胜

澳超球队：

博尔特有博尔特有望首发迎实战考验望首发迎实战考验

金球奖候选名单公布 莫德里奇、C罗领衔

鲁尼：曼联球员应该站出来为穆帅减压

本泽马伤势无大碍

有望出战下轮联赛

新华社罗马10月9日电 意甲“副班长”
切沃9日宣布，球队与主教练达纳解约。

达纳在球员时代曾作为后卫为切沃效力
13年时间，去年联赛还剩三轮时，他成为切沃
主教练，取得一波三连胜，帮助球队成功保级。

不过本赛季切沃目前仍然难求一胜，球
队在8轮联赛中2平6负。因为在财务方面的
不规范行为，球队本赛季以负三分的积分开
启联赛征程，目前切沃的联赛积分仍为负数，
排在联赛垫底位置。

有消息称，前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文图
拉很可能成为达纳的继任者。去年11月份文
图拉未能带领意大利国家队晋级2018年世界
杯后，就已从国家队离任。

切沃与主帅达纳解约

魏因齐尔

将执教斯图加特

新华社马德里10月9日电 前阿根廷国
家队主帅桑保利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阿根
廷人对世界杯夺冠抱有太高的期待，这影响
了阿根廷队包括梅西本人在内的表现。

桑保利说，对阿根廷的夺冠期待限制了
梅西和他的队友们的创造力。“在俱乐部梅西
发挥得非常稳定，但是当他在阿根廷队，人们
就会歇斯底里地希望他获胜，”桑保利说，“如
果阿根廷队赢不了比赛，那么梅西就几乎要
承受所有的批评。所以他在阿根廷队无法享
受比赛，无法好好踢球。”

俄罗斯世界杯后，梅西在国家队的命运
目前悬而未决。有报道称，梅西要求阿根廷
在出征今年9月和10月期间的友谊赛时，不
要考虑征召他。

桑保利：过高期待

对梅西和阿根廷都是一种伤害

热身赛 10月11日 02:45 意大利VS乌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