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体育体育��赛场赛场
20192019年年33月月1515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编辑编辑：：李李 谱 创意谱 创意：：徐徐 静静 质质检检：：周周 普普

亚冠第二轮中超球队无一胜绩

为何交出最差成绩单

首回合都战成0比0的两场

欧冠1/ 8决赛，昨日次回合都踢

得大开大合，利物浦做客安联3

比 1击败拜仁慕尼黑，总比分 3

比 1淘汰对手晋级欧冠 8强；巴

萨主场5比1狂胜里昂，总比分5

比1昂首晋级。至此本赛季欧冠

8强全部产生，英超独占4席，西

甲、意甲、葡超、荷甲各有一支球

队，德甲全军覆没。

利物浦队客场与拜仁慕尼黑

队交锋，两队首回合战成0比0。

当天比赛开始后，利物浦队率先

进球，马内在第26分钟利用一次

反击机会冷静吊射破门。落后的

拜仁也很快还以颜色，格纳布里

在第39分钟的传球迫使利物浦

队的马蒂普自摆乌龙，比分变为

1比1。下半场比赛，必须再进一

球才能确保晋级的拜仁慕尼黑队

全力进攻，这给了利物浦队更多

的反击机会。第69分钟，范戴克

在一次角球进攻中为利物浦队头

球破门。第83分钟，马内冲顶得

分，梅开二度的同时也彻底终结

了比赛悬念。最终，利物浦队客

场以3比1获胜，也以两回合3比

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晋级欧冠

联赛1/ 4决赛。

当天另外一场比赛中，巴塞

罗那队主场对阵里昂队。C罗刷

屏了，梅西怎能忍得了？昨日回

到主场的梅西送上了梅开二度和

两次助攻的出色表现，帮助巴萨

主场5比1狂胜晋级。球迷们在

前一天见证了C罗的伟大之后，

再一次领略到梅西的霸气十足。

梅西、C罗又一次上演了隔空对

话的好戏。⑥6 （刘大伟）

欧冠八强诞生

英超四强全晋级

4年首现无一胜绩

今年参加亚冠的四支球队，是去年

中超联赛的前4名，代表着目前中超联

赛的最强实力。因此亚冠开始前，球迷

们对于中超球队今年亚冠表现寄予了

厚望。首轮小组赛，中超四队是2胜1

平1负，战绩还不错，但进入第2轮，4

支球队集体疲软，没能在本轮拿到一场

胜利。本轮过后，中超没有一支球队能

在小组中领跑。其中身处G组的国安

队形势最尴尬，2战 1平 1负积 1分垫

底。

上一次出现在一轮亚冠比赛中没

有获胜的情况，还是2015年亚冠小组

赛的最后一轮。但当时的情况与今日

不同，国安、恒大已提前出线，富力提前

出局，因此三队只派出替补阵容出战，

否则当时中超4队在那一轮可能不会

一胜难求。

对韩国球队无一胜绩

前两轮亚冠小组赛，中超球队面对

日本球队的战绩为 2胜 2平，没有败

绩；对韩国球队则是 1平 3负，没有胜

绩。反差相当强烈，这不由得让人想

起中国足球的“恐韩症”。至今在亚冠

赛事中，中超球队面对韩国球队输球

的场次高达两位数，好在恒大和上港

此前都没有恐韩症的迹象，其中恒大

在和韩国球队的比赛中，近 7场未尝

过败绩。可惜本轮客战亚冠新军大邱

FC，恒大却输了一个 1比 3。至于上

港，虽然 2016赛季他们在 1/ 4决赛次

回合较量中，曾以0比 5输给过全北，

但2017赛季客场也绝杀过首尔，2018

赛季又从蔚山身上拿到 3分，抗韩成

绩也算不错。可惜当晚上港队不在状

态，若不是颜骏凌发挥出色，他们的丢

球数可能不止一个。

BIG4到底差在哪儿

要问中超4支球队亚冠第二轮集

体疲软的原因，应该与紧缩的外援政

策、不断变化的中超新政、人员新老更

替中出现的问题有关。

首先，近来中国足协和俱乐部对中

超外援政策趋于收紧，导致了征战亚冠

的中超球队实力下降。其次，今年初的

亚洲杯后，中国足球进入了人员新老更

替阶段。新生代球员的实力与经验和

此前的老将们相比差距较大，还不足以

担起重任。第三，对手对于中超球队的

重视，也是中超球队越来越难以获胜的

原因。同时，在几个赛季中不断变化的

U23新政以及国家集训队的建立等不

确定因素，对各支中超球队的构架以及

备战都造成了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参加亚冠的中超4队的实力。⑥6
（李 立）

恒大客场 1

比 3输 给 大 邱

FC、鲁能 2比 2

主场战平鹿岛鹿

角、上港客场 0

比1不敌蔚山现

代、北京国安主

场0比0被浦和

红钻逼平。

2平2负，无

一胜绩，在第二

轮 亚 冠 小 组 赛

中，中超四队交

出了一份相当糟

糕的成绩单，这

到 底 是 什 么 原

因？

上海上港客场对阵蔚山现代

蓝鹰婚姻服务事务所
解决夫妻矛盾，处理

情 感 危 机 。 www.

lanmingqi.cn 电 话 ：

13903778014 63107305

金鼎教育
一对一，名师任教。

联 系 电 话 ：

13903775297金校长

小家丁家电清洗
主营油烟机、空调、

洗衣机、冰箱清洗和窗

帘、地毯、沙发清洗，甲

醛治理。城区服务热

线：114转小家丁，全国

连锁，诚邀加盟。

加盟热线：61171999

雨纯防水专家
专业卫生间渗漏，返

潮，免砸砖，强渗修复材

料，房顶墙面地下室，渗

漏等疑难杂证，本产品无

色无味，轻轻一喷，永久

防漏，质保终身，欢迎企

事业单位前来洽谈。

电话：15938479878

销售苗木
樟树、浦树、水杉、

桂花、大叶女贞、红黄玉

兰、红叶梨、紫微、樱花、

红叶石楠垂柳、五角枫、

大小叶黄杨、金叶女贞、

辛夷苗、桃苗、梨苗等。

电话：13193693020

腰突增生良方
修突良方，专注于腰

椎间盘突出、膝关节增生

磨损、颈椎病等的修复！

腰腿痛麻夜不能寐，修复

当天夜可安眠！地址：南

阳市白河南伏牛路雪枫

路口向西300米王氏养

骨堂，市内乘20路公交车

雪枫路口下车向西300

米 电话：62255569

（豫）中医广〔2018〕第11-01-217号

征 婚
女，1983年生，短

婚，身高1.65米，漂亮，

做生意，寻找有责任感

和事业心男士为伴。

最好是经商或稳定工

作有房的男士。

电话：17633667928

招 租
市区危旧房屋 7

间，约 140平方米，需

维修改造，诚招合作伙

伴。截止日期：3月19

日。联系人：曹主任

电话：63226640

拨打114找开锁黄工

黄工开锁换锁
换好门不如换好锁，锁好，

才能防盗。公安特批01号、市

开锁协会会长，上门更换高档C

级防盗门锁芯。修保险柜、遥

控门、汽车锁，配各种钥匙。安

装不锈钢玻璃门锁。可刷公务

卡消费，有正规发票。安装智

能指纹防盗门锁。电话：

63361110 66666665

13837769640 微 信 ：

13525177622

觅友世界婚介
创办20年，工作人员

均为退休干部，由于严肃

认真，诚实诚信，被南阳电

台《独山夜话》栏目选中，

作为嘉宾参与《男婚女嫁》

节目和南阳电视台《情定

宛城》节目。

地址：市人民公园西门对

面向南100米3楼 电话：

63221207联 系 人 ：孙 大

姐 微信：18937760272

回收烟酒茅台
电话：15890422225

寻求合作
南阳市龙升工业园区

净地40亩，格栅式围墙，产

权清晰，紧临龙升大道，交

通便利。现携资寻求优质

项目合作，以期共赢。

电 话 ：13523773611

13603779903丁先生

饭店转让
工业南路营业中3

年饭店，330平方米，门

前停车方便，精装修。

客源稳定。

电话：13507638119

转 让
△建材大世界市场内

主干道2间旺铺转让。

电话：17698883176

△书林苑小区有黄金楼
层少量转让房，中介勿扰。

电 话 ：13838706031

18338115606

△火车站附近铁路宾
馆，客源稳定，接手即可

盈利，因去外地发展，无

暇顾及，现低价转让，价

钱 面 议 。 电 话 ：

13937796933

招 租
位于市龙工业园区

北2公里，有闲置工业用

地10余亩，现对外诚招

合作伙伴。请于3月19

日前联系。联系人：曹主

任 电话：63263366

店铺转让
卧龙西路十二里河

展厅 660平方米，精装

修，因业务原因对外转

让，价格面议，内部设施

一应俱全，办公设施、沙

发等都有，开门即可营

业，可做汽车以及4S店

等大型办公场所。

电话：15517729888

大药房转让
光武路与仲景路交

会处向西 200米大药

房，另有发展，资质齐

全，特低价转让。

电话：18867536060

饭店转让
长江路营业中型

饭店，门前停车方便，

精装修，客源稳定。

电话：13700776013

招 聘
△诚招筑路机械销售

人才数名，有机电及营

销专长者优先。大专以

上，男性，能长期出差，

待遇面议。另招电工、

车工、焊工、钳工、喷漆

工、机修工、数控车工数

名。

电话：13503901886

△板厂招男工数名，
工资计件。

电话：13837753132

△护士兼司药，熟练
者优先。

电话：63196396

△旺源副食商贸招聘
主办会计 1名，司机 2

名，仓库打单员1名。

联 系 电 话 ：

13838795883

诚 聘
本市 45-65岁退

休及待业人士从事咨询

接待、行政管理等相关

工作（女士优先），详情

咨 询 60887125谢 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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