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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恐难在巴萨主场实现翻盘
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 4 月 17 日 03:00 巴萨 VS 曼联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7 日凌晨，巴萨将
在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较量中迎战曼联，
首回合以 1：0 小胜曼联，此役回到诺坎普球场主场
作战，仿佛又给巴萨提供了安全的庇护。
在欧洲赛场，巴萨已经连续 30 场比赛没有在诺
坎普球场输球，而且赢得了其中的 27 场比赛，这也
意味着曼联要想逆转巴萨，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
不过，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曼联曾在本赛季欧
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主场以 0：2 不敌巴黎圣
日耳曼的情况下，最终在客场以 3：1 战胜对手，并凭
借客场进球涉险过关。
曼联这次还能上演奇迹吗？恐怕难度很大。要
知道，巴萨已经六年没有在诺坎普输掉欧冠比赛了，
上一支在诺坎普赢球的球队是拜仁（2013 年）。在那
之后，巴萨将他们的球场变成了一座堡垒，尽管最近
几年他们只赢得了一座欧冠奖杯。
数据统计显示，在输给拜仁后，巴萨在主场踢了
30 场欧冠比赛，打入 93 球，场均 3.1 球。在防守层
面，巴萨也非常稳健，30 场比赛只丢掉了 15 球，场均
只丢 0.5 球。
对巴尔韦德的球队来说，所有的信号都是积极
的，巴萨的主场固然值得信赖，但巴萨更有自己的方
程式。控球是巴萨的优势，也是他们熟悉的获胜方
法，在欧冠主场比赛中，巴萨平均控球率为 64%。
很显然，梅西是巴萨在欧冠主场战无不胜的关
键，他参加了最近 30 场欧冠主场比赛中的 26 场，打
入了 31 球，此外还助攻 11 次。
上周离开老特拉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
福德时，没有获得进
4 月 17 日
球让梅西很沮丧，所
03:00 巴塞罗那 VS 曼联
以他决定进一步改善
03:00 尤文图斯 VS 阿贾克斯
自己的主场纪录，曼
4 月 18 日
03:00 波尔图 VS 利物浦
联这一次恐怕要成为
03:00 曼城 VS 热刺
他的牺牲品。

梅西

领衔最强三叉戟迎战曼联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7 日凌晨，欧冠
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将打响，巴萨带着 1：0 的
优势回到主场迎战曼联。赛前《每日体育报》透
露，登贝莱已经伤愈，他将与梅西和苏亚雷斯组成
最强三叉戟迎接曼联的挑战。
上周末对阵韦斯卡的西甲联赛，巴萨主力几
乎尽数轮休。尽管最终只收获一场平局，但也不
会影响最终的联赛走势。曼联则不一样，身处前
四边缘的他们必须百分之百投入到每一场联赛
中，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稳赢。
上周末与西汉姆联的英超联赛，曼联虽然赢
下比赛，但过程却非常惊险，最终依靠博格巴的两
粒点球才死里逃生。值得一提的是，博格巴、斯莫
林、弗雷德均打满全场比赛，卢卡库首发出战 75 分
钟，有伤在身的拉什福德不得不替补上场，才帮助
球队拿下比赛。要知道，这几名球员均是首回合
战巴萨的主力成员，次回合来到诺坎普很可能将
继续首发。六天内三场恶战，这对球员的体能无
疑是巨大的挑战。此外，由于卢克·肖将累积黄牌
停赛，曼联左边卫人员告急。

03:00 尤文图斯 VS 阿贾克斯
英超争冠

利物浦扳回劣势

曼联主帅：已准备好对付巴萨的计划
备好对付巴萨的计划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5
日消息，虽然在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
赛首回合较量中在主场以 0：1 不敌巴
萨，但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却从不怀
疑自己的球队依然可以在客场挽回
劣势并最终淘汰对手。
尽管曼联在上周末联赛中表现
也不算出色，但拿下比赛已经让索尔
斯克亚满意，因为在他看来与巴萨的
次回合生死战有可能决定球队在本赛
季的最终定位。为此，
他踌躇满志，
认
为球队在诺坎普依然有一番大作为。
英国《每日镜报》在采访时问及
索尔斯克亚将用什么方法来激励球
员？索尔斯克亚说道：
“ 我们会给球
员们看与巴黎圣日耳曼和尤文图斯
的比赛。因为今年我们凭借自己的

努力击败过一些优秀的队伍，也能与
一些伟大的球员抗衡。
”
对于球队的准备情况，索尔斯克
亚显得十分神秘，
“ 我们为这场较量
做好了准备，并有一个不错的计划。
我希望届时它（计划）能奏效。当然，
你也知道巴萨球员的水准，随时都能
给任何对手带来致命威胁。
”
索尔斯克亚也谈了自己在诺坎
普的忧虑，
“ 任何球队在诺坎普对阵
巴萨时都会感到慌乱，我们肯定也不
例外。他们无疑将拥有更多的控球
权 ，但 控 球 权 与 进 球 并 不 完 全 画 等
号。”索尔斯克亚又一次提到了上一
回合淘汰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这一
意图也证明，曼联在客场依然有足够
的韧性可以战斗至最后。

大巴黎惨败里尔 夺冠计划再度受阻
法甲第 28 轮 4 月 18 日 01:00 南特 VS 巴黎圣日耳曼
新华社巴黎 4 月 14 日电（记者苏
斌）14日在法甲第32轮比赛中，
巴黎圣
日耳曼在客场以1：
5惨败给排名第二的
里尔，
联赛提前卫冕的计划再度被推迟。
巴黎圣日耳曼上轮对阵斯特拉斯
堡时就已经错过提前夺冠的机会。本
轮比赛之前，他们的联赛积分高出里
尔 20 分，只要在这场直接对话中不输
球，就能拿到近七个赛季里的第六个
联赛冠军。然而事与愿违，
“ 大巴黎”
在开场后两粒进球被吹掉、两员大将
因伤提前离场、贝尔纳特被罚下后，
下半场防线彻底崩盘，最终吞下本赛

季各项赛事最惨痛的一场败仗。
此役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领先里
尔 17 分，他们的下一次夺冠机会是三
天后客场挑战南特的补赛。由于里
昂本轮落败，里尔趁机将领先里昂的
优势扩大到 8 分，从而在下赛季欧冠
小组赛名额争夺战中掌握主动权。
又讯 意甲联赛第 32 轮比赛 14
日继续进行。国际米兰在客场以 3：1
战胜弗罗西诺内后，暂时领先积分榜
排名第四的 AC 米兰 5 分。那不勒斯
在客场以 3：1 战胜切沃，切沃则成为
意甲首支降级的球队。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5 日消息，英超联
赛即将进入收官阶段，曼城和利物浦依然杀得难解
难分，随着两支球队在本轮联赛纷纷获胜，英超争冠
形势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此役面对切尔西，利物浦众志成城，硬是在这场
没有退路的比赛中拿到了 3 分。此役过后，利物浦
位居英超积分榜榜首，在联赛仅剩下几轮的情况下，
英超冠军的天平已经慢慢向利物浦这边倾斜。
目前，利物浦多赛一轮以 2 分优势领先曼城，看
起来，曼城依然掌握争冠的主动权，但实际上利物浦
并非处于劣势。因为谁能保证曼城在补赛中就能确
定拿到 3 分呢？
此外，利物浦在赛程方面占据优势。曼城还有
五轮英超联赛要踢，对手分别是热刺（主场）、曼联
（客场）、伯恩利（客场）、莱斯特城（主场）和布莱顿
（客场）。其中，热刺和曼联是英超豪强，曼城想要全
取三分，恐怕并不容易。反观利物浦剩下的四场英
超比赛对手分别是卡迪夫城（客场）、哈德斯菲尔德
（主场）、纽卡斯尔（客场）、狼队（主场）。很显然，利
物浦的对手要更好对付一些。更为关键的是，在与
热刺和曼联比赛之前，曼城还得在欧冠赛场血拼热
刺。短短七天时间内，曼城需要两战热刺，以及客场
挑战曼联。在如此艰难的赛程下，曼城一旦丢分，那
么夺冠主动权便会回到利物浦手中。
所以，英超争冠局势越发胶着，曼城虽然少赛一
轮，但绝不意味着他们就稳握夺冠主动权。现在的
利物浦已经距离冠军越来越近。

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

“老虎”
伍兹夺冠
新华社美国奥古斯塔 4 月 14 日电（记者王集
旻）2019 年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 14 日在佐治亚州奥
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结束了最后一轮的争夺，
美国巨星、
“ 老虎”伍兹众望所归，时隔 14 年后再次
赢得美国大师赛冠军，披上象征冠军荣耀的绿夹克。
这是伍兹第五次赢得美国大师赛冠军，也是他
个人第 15 个大满贯赛冠军，上次伍兹夺得美国大师
赛冠军还是在 2005 年。
获胜后伍兹激动不已。他说：
“在这里获胜对我
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终于能证明自己有实力再次夺
得冠军乃至大满贯冠军了，第五次穿上绿夹克也给
了我很多的信心。我很幸运，可以从事我热爱的运
动；也很开心，能够在孩子们面前，向他们展示我热
爱的运动。我很感激能够有机会回来，能够再次夺
得美国大师赛冠军。”
受伤病困扰的伍兹在过去几年一直起起伏伏，
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给其他人更多的鼓励。
“我
的职业生涯经过了起起伏伏，曾经一度怀疑自己是
不是还能够再打高尔夫，有伤病的那段日子，我坐着
躺着都非常难受。如今在这里获胜让我感到非常欣
喜，希望我的经历对于每一个正在经历挫折的人有
激励作用，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放弃。
”

关于向全社会征集西宁解放70年来故事及图片的启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青海西宁解
放 70 周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提升文化软实力，
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指示精神，讴歌 70 年来
西宁城市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弘扬正能量，
讲好西宁故事，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提升市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表达全市人民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的
美好愿望。近日，
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决定
面向社会征集西宁解放 70 年以来相关故事及
图片，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青海西宁解放
70周年献礼。具体征集启事如下：
一、征稿要求
(一)征集故事内容必须积极健康，能够充
分反映西宁城乡变迁、民风民俗、人文历史、
发展成就等，故事情节上可为民间传说、历史

记载等形式，事例要生动鲜活，能够生动讲述
西宁故事，
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二）应征故事要体现西宁文化特色、
贴近
基层、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内容形式更接地气、
思想文化品质更加饱满、
时代气息更加浓郁；
二、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
三、评审
本次征集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组织省内历史文化权威专家担任评委；专家
评审组将对征集到的西宁故事及图片资料进
行客观公正，公开公评的评审，于 6 月下旬集
中筛选，确保征集到高质量的作品。
四、
相关声明
（一）应征作品经专家评审筛选后一经采
用 的 ，将 根 据 故 事 质 量 和 用 途 支 付 作 者 稿

费。精选作品的论证、审核、修改和传播等由
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自主安排，作品作者
享有署名权；
（二）精选的“青海西宁解放 70 年以来相
关故事及图片”由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论证、
审核把关，由编委会办公室进行后期二度创
作、编辑、改编和编撰；
（三）凡投稿人均被视为自愿接受本声明内
容，
主办方对本次征集活动保留最终解释权。
五、
投稿要求
（一）文字要求。投稿故事请用仿宋体四
号字 A4 纸打印，邮寄信封请注明“青海西宁
解放 70 年以来相关故事及图片”，同时请报送
电子版一份；
（二）图片要求。
1、图片说明：投稿新旧照片对比并附文

字说明，注明时间、地点等；
2、像素要求：景色、人文图片格式为 JPG,
不小于 5M；历史翻拍图片格式 JPG 或 TLFF,
不小于 3M;新闻图片格式为 JPG,不小于 4M；
3、对比图片应有新旧对比内容。
（三）电子版文件载体要求：
U盘或电子邮件；
邮寄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南关街 43 号西
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艺术处，邮编：
810000
（四）来稿作者请注明真实姓名、年龄、个
人简介、联系电话、详细通讯地址等有效联系
方式；
联系人：
晁元娟
E-maill：459188517@qq.com
联系电话：
0971-8248697 13327684071
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2019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