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超
1月21日
02:00曼城 VS 阿斯顿维拉
04:15 富勒姆 VS 曼联
德甲
1月21日
01:30沙尔克04 VS 科隆
03:30 奥格斯堡 VS 拜仁慕尼黑

其他战报
魔术84：91尼克斯
森林狼97：108老鹰
马刺125：104开拓者
太阳104：108灰熊
独行侠93：116猛龙
活塞107：113热火
火箭120：125公牛
勇士115：113湖人
1月20日
10:00雷霆VS掘金
10:00鹈鹕VS爵士
1月21 日
08:00奇才VS黄蜂
08:00独行侠VS步行者
08:00篮网VS骑士
08:00凯尔特人VS 76人
08:30热火VS猛龙
08:30活塞VS老鹰
09:00魔术VS森林狼
10:30太阳VS火箭
11:00灰熊VS开拓者
11:00国王VS快船
11:00马刺VS勇士

意大利超级杯
1月21日 04:00 尤文图斯 VS 那不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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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季理工学院招生简章

招生对象
本科：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

学历的社会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业证、身份证，均可
报名免试入学（免成人高考）。

专科：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以上学历的社
会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业证、身份证，均可免试报
名入学（免成人高考）。

毕业证由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可在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查询。

报名时间：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咨询电话：6368258 6365538;
报名地址：西宁市五四西路7号青海广播电视大

学学生服务大厅。可乘：6、9、16、37、58、69、82、104、
503、9001路公交车至杨家寨站下车即到。

开放教育报名提交资料：持本人二代身份证、毕
业证原件和复印件（将身份证和毕业证复印在一
张A4纸上）；近期1寸蓝底免冠证件照4张，并带该
证件照数码版，报名费：50元。

网络教育报名提交资料：持本人二代身份证、毕
业证书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业证、蓝底
小二寸照片），本科报名还需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查询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结果”电
子版扫描件，扫描件尺寸（像素）：宽480×高640，文
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

报名费、入学测试费：根据各高校规定缴费。

层次

本

科

专 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制造过程及其

自动化方向）

护理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方向）

园艺

总学费(元)

7050

6300

层
次

专

科

专 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管理方向）

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

数字媒体设计
与制作

电子商务

园艺技术
(都市园艺方向)

总学费(元)

5880

5250

层
次

助
力
计
划
专
科

专 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

应用化工技术
采矿工程

光伏发电技术与
应用（光伏材料与

器件方向）
焊接技术及
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

总学费(元)

5880

联办院校

大连理工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

四川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

吉林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

东北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

本科专业
土木工程（道桥方向）、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公共事业管理、工程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学、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
会计学、市场营销、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药学、行政管理、土木工程、通信工程、人力资源
管理、汽车服务工程、金融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机械工程、会计学、法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行政管理、土木工程、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机械工程、会计学、公共事业管理、工商管
理、法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安全工程

总学费（元）

6480

5600
学费最终以高校
授权标准为准

6000

6000

专科专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高起本专业(5年制)
行政管理、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会计学、工商管理、法学

总学费（元）

5600

11250

国家开放大学（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网络教育招生专业

开放教育招生专业

39岁伊布连续23年有进球

CBA昨日战报
吉林 106：111 广东
青岛 139：133 深圳
天津 117：113 福建
广厦 87：65新疆
四川 97：93北控

今日
19:35江苏 VS 山东
20:00上海 VS 同曦

本报综合消息 英超第 19 轮
的压轴大战 1 月 19 日凌晨在酋长
球场收兵，阿森纳主场以 3：0 完胜
纽卡斯尔，以近5轮4胜1平的佳绩
将排名升至英超第十位，重返积分
榜上半区。

九天前，两队曾在足总杯交
手，双方90分钟战成0：0，加时赛凭
借洛维和奥巴梅扬的进球，阿森纳
以2：0淘汰纽卡斯尔。

此番再战，近来状态颇佳的阿
森纳几乎全面压制纽卡斯尔，双方
的控球率之比是66.3%比33.7%，射
门是19比4，射正是6比1。纽卡斯
尔虽然全力防守，力保上半时不失
球，但在第50分钟被奥巴梅扬首开
记录之后，心理防线终于垮塌，
给阿森纳“戏弄”得毫无还手之
力，又被萨卡和奥巴梅扬各进一
球，最终阿森纳迎来一场大捷。

近5轮，阿森纳打出一波强
势，虽然上轮与水晶宫以0：0互
交白卷，稍微放缓前进的脚步，
但随即找回状态继续前进。自
第 7 轮做客以 1：0 击败曼联之
后，阿森纳曾经历 2 平 5 负的低
潮期；从第15轮主场以3：1击败

切尔西开始，年轻的“枪手”又迈出
向前的脚步。战至本轮，阿森纳首
发的萨卡、史密斯·洛维等都在 21
岁以下，后卫蒂尔尼 23 岁，霍尔丁
也不过 25 岁。他们增强了全队的
活力，而且在渐进的过程中完成了
阵容的更换。在阿森纳本赛季的8
个联赛胜场中，近5轮占了一半，表
明主教练阿尔特塔对球队的改造
开始初见成效。

不过，阿森纳的近5个对手，除
切尔西是前六强队之外，布莱顿、西
布朗、水晶宫和纽卡斯尔都是中下
游球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阿森
纳是在“虐菜”，而阿尔特塔改造“枪
手”的路还很长，如今只是开始。

三球完胜纽卡斯尔，重返积分榜上半区

阿森纳重现强势

本报综合消息 连续23年都能在职业赛场上进
球是一种什么感觉？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球员不多，
而伊布算是其中之一。

北京时间 1 月 19 日凌晨，意甲第 18 轮展开对
决，AC米兰凭借伊布的梅开二度，客场2：0击败卡
利亚里，AC米兰积43分继续领跑积分榜。国际米
兰以3分之差紧随其后，少赛一轮的九连冠得主尤
文图斯以33分排名第五。

对于AC米兰来说，这场胜利让他们的客场不
败场次延续到了第16场，追平了意甲三分制时代以
来，队史最长的联赛客场不败纪录；连续19个客场
取得进球也追平了1992-1993赛季创造的纪录。对
于 39 岁的伊布来说，则完成了连续 23 个自然年
（1999年至2021年）都能完成进球的神迹。伊布的
首粒联赛进球是在 1999 年 10 月 29 日，时间过去
7752天，伊布依然在欧洲顶级联赛中难以阻挡。与
此同时，伊布还创下一项在年轻时不曾有过的纪
录——首次在欧洲五大联赛连续九次联赛首发均取
得进球。

今年 10 月，伊布就将年满 40 岁。伊布刚加盟
AC米兰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是去养老的，可是谁
能想到，已经39岁、即将40岁的伊布，居然成为AC
米兰的大腿，让这支意甲传统豪门因为伊布的到来，
实现了“啃老”。与卡利亚里的这场比赛，复出的伊
布在比赛第7分钟被对手在禁区内撞倒获得点球，
瑞典人一蹴而就，攻入伤愈复出以来的首球，同时也
是 2021 年的第 1 粒进球，实现了连续 23 年都有进
球。这一数据，只能让连续 20 年进球的 C 罗仰望
了。

点球破门显然不是伊布在该场比赛的终点。第
51分钟，伊布接到卡拉布里亚的长传潇洒破门，这
是伊布本赛季的第12个意甲进球，追平了因莫比莱
和卢卡库，并列意甲射手榜第二。

在意甲射手榜，尤文巨星C罗以15球领跑，伊
布和拉齐奥的因莫比莱、国际米兰的卢卡库以12球
并列次席，亚特兰大前锋穆列尔和卡利亚里前锋佩
德罗分别攻入10球。在这五名进球达到两位数的
球员中，伊布每个进球的平均用时排名第二。C罗
出场1182分钟，卢卡库和因莫比莱分别出场1244和
1283分钟，伊布仅出场624分钟，佩德罗出场时间多
达1600分钟。亚特兰大“超级替补”穆列尔进球效
率最高，仅出场 486 分钟，平均每 48.6 分钟攻入一
球，伊布则是平均每52分钟进一球。

比赛结束后，卡利亚里主帅对伊布赞叹不已：
“服了！伊布的表现是决定性的。”

的确，不仅是AC米兰，即便是放眼意甲，伊布
都是天神降临一样的存在。本赛季伊布意甲出战8
场已经打入12球，并奉献一次助攻。在AC米兰每
次首发都有进球，5次梅开二度。有伊布在的比赛，
AC米兰保持不败 。AC米兰主帅皮奥利很庆幸拥
有伊布，“他在每件事上都是冠军，随着他的回归，我
们有更多战术可能性，我们很高兴拥有他。尽管我
现在已经很了解他，但他还是设法让我大吃一惊。
他肯定期待最好的表现，但他今天更胜一筹”。

比赛充分表明，在AC米兰少了一条攻击中轴
线的情况下，伊布依然可以决定比赛。赛后接受天
空体育采访时，伊布直言对目前的球队非常满意，而
对于及曼朱基奇的加盟表示期待，“我们有两个让对
手更加害怕的人了”，而对于自己是否续约，则没有
表态，“一切都取决于保罗”。以目前伊布的状态，再
战一个甚至两个赛季是毫无问题的，正如罗纳尔多
所说，“都说我是伊布的偶像，不过在我看来，伊布就
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足坛的榜样。即便我没有
遭受任何伤病，我也无法像他那样踢到40岁”。

本报综合消息 杜
兰 特 + 哈 登 VS“ 字 母
哥”阿德托昆博，即便
欧文缺阵，这样的对决
在最后时刻依旧达到
了“东决”的精彩程度。

北 京 时 间 1 月 19
日，布鲁克林篮网在主
场迎战目前东部第一
的密尔沃基雄鹿，最终
米德尔顿错失绝杀，雄
鹿123：125不敌篮网。

身披篮网球衣的
第二场比赛，哈登依旧
表现抢眼，得到34分和
12 次助攻，就此成为
NBA 历史上唯一一位
能够在转会新球队后
前两场都得到“30 分+
10 助攻”的球员；杜兰
特得到 30 分、9 个篮板
和6次助攻。

雄鹿一方，“字母
哥”轰下34分和12个篮
板，但依旧难以阻止风
头正劲的篮网。

从首秀“开门红”
到“小考”过关，“双核”
带队的篮网已经展现
出了足够的竞争力，但
在漫长的赛季里，除了
欧文回归后能否融合
的种种疑问，球队的阵
容深度也是连胜背后
的隐患。

新华社罗马1月19日电 意甲豪门AC米兰19
日宣布，曼朱基奇加盟球队。时隔近一年后，这位
克罗地亚前锋重返意甲。

今年 34 岁的曼朱基奇此前曾效力拜仁、马竞
等多支球队，并在2015年加盟尤文图斯。在“斑马
军团”效力期间，曼朱基奇出场162次，打入44球。
2019年底，曼朱基奇加盟卡塔尔球队阿尔杜海尔，
但他在七场比赛中只打入一球。

AC米兰方面表示，曼朱基奇将效力至本赛季
结束，并有权选择续约一年，他将在新东家身穿 9
号球衣。

目前AC米兰队在意甲积分榜上以43分排名
第一。

双核篮网击败雄鹿双核篮网击败雄鹿

曼朱基奇加盟曼朱基奇加盟ACAC米兰米兰
将身披9号球衣

本报综合消息北京时间 1
月 19 日晚，西班牙竞赛委员会
发出公告，在西班牙超级杯决赛
中因为挥拳击打对手的梅西将
会被禁赛两场。

西班牙超级杯决赛中，梅西
率领的巴萨 2：3 输给了毕尔巴
鄂竞技无缘冠军。梅西在最后
时刻挥手击倒对其贴身盯防的
比利亚利布雷，裁判通过视频回
放，向阿根廷人出示红牌。据西
班牙《马卡报》透露，当值主裁希
尔·曼萨诺在报告中写道：“第
120 分钟，球员梅西被罚下，原
因如下：在场上比赛仍在进行、
但皮球不在其活动范围内的情
况下，以过大的力量用手臂击中
对手。”被禁赛两场的梅西也将
会错过巴萨国王杯对战科内利
亚以及西甲对战埃尔切的比
赛。巧合的是，梅西禁赛复出后
的首场比赛会是在西甲对战毕
尔巴鄂竞技。

击打对手吃到红牌

梅西遭禁赛两场梅西遭禁赛两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