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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休闲时光9日/10日游（西宁起止本社领队全程0购物0自费）12月15日 7480元/人
柬埔寨吴哥/金边/西港双飞8日游（兰州直飞柬埔寨）12月15日、22日、29日 1月5日、12日 1499元/人起
芽庄8天7晚欢乐游（全程0自费西宁直飞芽庄）12月10日、14日、17日 2980元/人起
本州东京、大阪、奈良、京都、富士山双温泉赏枫9日游 西宁成团 1月11日 5980元/人 1月25日 85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布拉格5国12/13日游 西宁起止+快签 一价全含 12月18日 、21日、27日 9999元/人 1月1日、3日、8日、31日 115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12月15日、16日、18日、20日、22日、23日、25日、26日 5480元/人 1月3日 5680元/人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金沙岛9日游（西宁起止）12月10日、12日、17日、19日、24日、26日 、31日 2480元/人
西宁直飞普吉岛8日游（全程泰式五星住宿）12月25日 3980元/人 1月1日、1月8日 4580元/人
奇迹迪拜/沙迦/阿布扎比8日游 12月13日、20日、27日 3180元/人迪拜深度10日游 12月9日、16日、23日、30日 35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10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西宁起止 天天发团 2880元/人
幸福海南双飞6日游（西宁直飞海口）天天发团 提前报名 28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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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 名 地 址 ：西 宁 市 城 东 区 西 宁 大 厦 对 面 黄 河 源 假 日 饭 店 大 厅

1.海口/三亚/分界洲岛/天涯海角/天堂森林公园/博鳌会址双飞六日游 2480元
2.海南/分界洲岛/亚龙湾/北海/银滩/漓江山水/桂林/阳朔/双飞十日游 3080元
3.厦门/鼓浪屿/集美/武夷山/永定土楼/厦门大学/胡里炮台双飞九日游 2980元
4.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凤凰古城/苗寨双飞六日游 1980元
5.成都/乐山/峨眉山/都江堰/蜀南竹海/青城山/熊猫基地/双卧七日游 2080元
6北海/涠洲岛/银滩/訾洲象山/兴坪漓江/银子岩/刘三姐/双飞八日游 2980元
7.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石林/洱海骑行/野象谷/直飞四飞八日游 2380元
8.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天津双飞六日游 2480元

新华社马德里12月14日电 西甲联赛第17 轮
14日展开的一场争夺中，巴塞罗那在客场以2：2战
平皇家社会，榜首位置告急。

作客阿诺埃塔球场的巴塞罗那在上半场早早失
球。尽管此后格列兹曼和苏亚雷斯各入一球，助加
泰罗尼亚豪门反超比分，但伊萨克的进球却为皇家
社会在主场保住一分。

被逼平的巴塞罗那目前以11胜2平3负的成绩
积 35 分，仅比少赛一场的皇家马德里多 1 分，联赛

“领头羊”位置岌岌可危。
马德里竞技凭借莫拉塔和萨乌尔的进球，在主

场以2：0击败奥萨苏纳，回升至积分榜第四位。
在西班牙人主场对阵贝蒂斯的比赛中，武磊未

获得出场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伊格莱西亚
斯就攻破旧主大门，随后达德尔扳平比分，贝尔纳多
补射得手反超比分，西班牙人以 2：1 领先贝蒂斯。
下半场，巴尔特拉为皇家贝蒂斯扳平比分，西班牙人
最终在主场以2：2战平贝蒂斯，继续难求一胜。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15日消息，由于
此前中国女足一场未胜，国足也期待着能够为中国
足球在东亚杯打响开门红。不过，受困伤病的国足
还是没能够迎来胜利，全场0射正，最终以0：1不敌
韩国队，遭遇两连败。这样，国足将和中国香港队争
夺第三名。与此同时，中国男女足开赛至今一胜难
求，只能等待最后一场比赛来结束尴尬。

0射正，全场被压制
比赛一开始，主场作战的韩国队就采取压迫式

的打法，开场前8分钟，中国队的防线始终处于对手
的压制。韩国队的围攻很快就取得了效果，第12分
钟，黄仁范在禁区弧顶右侧怒射，门将刘殿座扑救
后，皮球击中中国队的横梁弹出。随后，韩国队就利
用角球，打破僵局。韩国队球员朱世钟开出角球，直
接找到了门前的金玟哉，后者高高跳起甩头攻门破
门得分，韩国队以1：0领先中国队。

丢球后，国足依旧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中场
球员张稀哲很难拿到球。在对手的压制逼抢下，后
防线一度出球困难，甚至差点因为失误给对手破门
的机会。相反，韩国队的边路进攻屡屡制造威胁，而
国足的后场压力始终无法缓解，只能用犯规打断对
手的进攻节奏。

偶尔的反击中，国足也几乎很难组织起有效的
进攻配合，曹赟定的突破和张稀哲的组织都被对手
牢牢限制。整个上半场，国足只有董学升开场的一
次射门，而韩国队高达8次。尴尬的场面也折射在
了控球率上，国足的控球率只有26%。主场作战的
韩国队异常积极，前场疯狂逼抢的他们在半场8次
犯规甚至比国足还多了3次。下半场，国足开始增
加进攻，但由于球队缺乏默契，进攻方面始终缺乏威
胁，而韩国队则数次利用反击威胁国足的大门。

国足在东亚杯对阵日韩的目标是“不难看”，但
从两场比赛来看，球队的表现也难言“不难看”。无
论是攻防转换还是比赛中的技术运用，国足与日韩
的差距日渐明显。表现轻松的韩国队甚至多次打出
精彩的小配合，罗相镐在边路甚至上演马赛回旋过
掉明天，而阵型前压的国足也没能找到破门机会。

最终，两队未能再改写比分。全场比赛，国足2
次射门0射正，而对手射门高达16次。

国足受困伤病人员不整
对于国足来说，不敌韩国也迎来了本次东亚杯

的两连败。对于这支缺乏配合度的球队而言，也并
非处于最佳状态。

10日，国足在本次东亚杯首场比赛中以1：2不
敌日本，主教练李铁有整整四天时间来备战和韩国
队的比赛。事实上，教练组对本场比赛异常重视，前
三天时间，李铁都是封闭集训，直到14日赛前一天，
国足的训练才对媒体开放了15分钟。

从上海集训到赴韩比赛，李铁延续了自己神秘
的带队风格。当然，一些公开信息还是很容易浮出
水面，目前国足还是面临着相对严重的伤病危机。
首场比赛中主力中卫李昂因伤被于大宝换下，这位
来自苏宁的球员赛前就已确定无法在与韩国队比赛
中出场。

和日本队比赛的最后时刻，鲁能国脚金敬道也
受伤了。同时还有消息传出，备战和韩国队比赛期
间，韦世豪在训练中拉伤，很可能无缘比赛。这样一
来，国足三线都遭遇伤病困扰，这对于李铁的排兵布
阵造成很大困难。

从李铁安排的首发名单来看，国足相比上一场
比赛变化并不大，比赛中，李铁尝试过改变战术打
法，但实力较弱的球队还是无法在对抗日韩中，赢得
足够多的机会。

从2015年的东亚杯末轮1：1战平日本，截止到
本届东亚杯首轮1：2不敌日本，国足在东亚杯已经
连续五场不胜，继续刷新着队史新低。面对东道主
韩国，李铁带领国足依旧一胜难求，将东亚杯不胜纪
录刷新到六场。

国足末轮和中国香港队的较量，将决定谁以垫
底的成绩结束本届东亚杯。不出意外的话，最后一
战国足对阵中国香港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名列第三，
如果国足遭遇三连败就将排名垫底，李铁的国足帅
印也很难继续拿在手中。

国足再次刷新东亚杯不胜纪录

新华社韩国釜山12月15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鹏）2019 年东亚杯
15日在韩国釜山继续展开较量，国
足选拔队在对阵东道主韩国队的较
量中以0：1落败。赛后，中国队主帅
李铁表示，虽然实力存在差距，但球
员都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坚持到比
赛最后一刻也不言放弃。

李铁首先感谢球员们付出的辛
苦和努力。“他们顽强拼搏到了最后
一分钟，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中超漫
长的赛季之后放弃和家人在一起的
时间来到这里为国家荣誉而踢球。
虽然整体实力有差距，但他们一刻
也没有放弃，拼搏到底，去努力争取
翻盘的机会。”

谈到定位球丢球的原因，李铁
认为主要是因合训时间不够所导
致。“很明显这是因为我们太缺少在
一起训练的时间，虽然在技战术、定
位球等方面花了时间去练习，但显
然时间并不够。相信如果有更多时
间加强训练，很快就能获得提高。”

18 日，国足将在东亚杯压轴赛
对阵中国香港队。对此李铁表示，
不管面对强大的日本队、韩国队，还
是中国香港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全力争取胜利。
被问及控球率、传球率和射门

数与韩国队的差距，李铁表示，很难
完全用数据准确评价一场比赛的表
现。“在与日本队的比赛中，我们在
射门、传中、定位球上甚至占据优
势，但最后还是以1：2输掉比赛，数
据不能充分说明一切。但是比分还
是很客观地体现了两支球队的差
距，不过同时我很高兴球员在场上
努力创造机会、给对方施压，努力想
要踢出不一样的足球。”

韩国男足主帅保罗·本托则表
示，整场比赛韩国队占据了主动权，
对对手形成压制，他对于球员的表
现、态度和斗志都很满意。“这是踢
得不错的一场比赛，我们甚至创造
了很多进球机会可以提前锁定胜
利，但是因为在进攻时没有把握好
效率，丧失了一些机会。”

本托谈及下一场对阵日本队的
比赛时说，日本队是很强的队伍，技
术质量和防守能力都不错，就目前
战绩来看在赢得东亚杯胜利上更有
胜算，但韩国队会继续维持目前的
踢球风格，全力准备最后这一场鏖
战。

李铁：球员已尽最大努力

新华社罗马 12月 14 日电 意
甲联赛 14 日展开第 16 轮的角逐，
刚刚走马上任的加图索并没能带
领那不勒斯走出颓势，在主场被帕
尔马以 2：1 绝杀后，球队已连续八
场不胜。

赛前，两支球队以21分并列积
分榜第七位。凭借本场比赛的胜
利，帕尔马到手三分，继续位列第
七，那不勒斯则降至第八。

加图索赛后表示：“我们为攻守
方面的不平衡付出了代价，这样长
时间没有获胜让球队十分不适。”

尤文图斯主场与乌迪内斯的比

赛中，C罗梅开二度，博努奇头球破
门锦上添花。乌迪内斯在伤停补时
阶段扳回一球。尤文图斯最终在主
场以3：1击败乌迪内斯。

坐镇主场的 AC 米兰则迎来萨
索洛的挑战，本场比赛米兰俱乐部
为了庆祝球队成立120周年做了精
心准备，不过球员们的表现却令人
失望。上半场，特奥曾打入一球，但
因为凯西手球犯规在先被吹无效。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莱昂两脚射门
分别击中横梁和立柱。最终AC米
兰在主场以0：0闷平萨索洛，并没能
用一场胜利为球队庆生。

加图索首秀失利 那不勒斯遭绝杀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15日消息，英超联
赛第17轮继续展开较量，依靠威尔通亨的绝杀，热刺
最终以2：1击败狼队。在穆里尼奥的率领下，热刺一
改客场疲软，终于拿下胜利。赛后，穆里尼奥握拳怒
吼，甚至还跳到了助理教练身上，穆里尼奥再一次证
明了自己。

本赛季，狼队这支中资球队表现神勇，他们不仅
在欧联杯上表现可圈可点，还在联赛中狂飙突进。
此役最大的看点是师徒斗法，热刺主帅是穆里尼奥，
而狼队主帅是努诺，在波尔图时期，穆里尼奥是主教
练，而努诺是球员。

本场比赛狼队表现十分出色，看得出，一周双
赛让热刺球员很疲惫，孙兴慜状态低迷，幸好卢卡斯
爆发打进精彩进球。下半场，狼队更是占据主动。
但在第91分钟，威尔通亨完成绝杀，大雨中，威尔通
亨更是疯狂滑跪庆祝。

热刺的这场胜利含金量极高。本赛季，狼队对
阵强队战绩神勇，面对莱斯特城、曼城、曼联、阿森
纳、切尔西这六支强队，狼队的战绩是1胜3平1负。

此役过后，热刺超越狼队、曼联，目前距离切尔
西只有3分之差。值得一提的是，穆里尼奥执教热
刺以来，从未遭遇连续不胜。

在本轮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切尔西在最后
时刻被伯恩茅斯破门，最终以0：1落败。此役过后，
切尔西以29分继续排名第四。曼联则在主场以1：1
与埃弗顿握手言和。

热刺上演绝杀

穆里尼奥握拳怒吼

武磊未获出场机会武磊未获出场机会 西班牙人战平西班牙人战平

巴萨榜首位置告急

新华社东京12月15日电 日本网球明星大坂
直美的经纪人15日透露，比利时人维姆·费塞特成
为大坂直美的新教练，两人将携手征战新赛季。

WTA 单打世界排名第三、22 岁的大坂直美在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先后与两位教练分道扬镳。她
在澳网夺得背靠背第二个大满贯、并首次登顶世
界第一后，与功勋教练萨沙·巴金分手。此后她和
大威的前陪练杰梅因·詹金斯合作，非但没有收到
预期效果，而且成绩大幅下滑，最终两人终止了合
作。

随后，大坂直美在父亲的陪伴下征战，并在北
京夺得中网女单冠军。

大坂直美将携手新教练大坂直美将携手新教练

征战新赛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