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次 日期 星期 主队 — 客队 开球时间

第2轮 4月15日 六 海口博盈 VS 梅县铁汉生态 15：00

第4轮 5月6日 六 海口博盈 VS 苏州东吴 15：00

第6轮 5月20日 六 海口博盈 VS 湖南湘涛华莱 15：00

第7轮 5月27日 六 海口博盈 VS 四川安纳普尔那 15：00

第8轮 6月4日 日 海口博盈 VS 成都钱宝 16：00

第10轮 6月17日 六 海口博盈 VS 上海申梵 16：00

第12轮 7月1日 六 海口博盈 VS 深圳雷曼 16：00

第14轮 7月15日 六 海口博盈 VS 南通支云 16：00

第16轮 7月29日 六 海口博盈 VS 江西联盛 16：00

第20轮 9月9日 六 海口博盈 VS 上海聚运动 15：00

第22轮 9月24日 日 海口博盈 VS 镇江文旅 16：00

海口博盈队主场赛程 海口博盈队客场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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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观察

广告

本周六迎战劲旅梅县铁汉队

海口博盈队家门口抢分

在上周开赛的中乙联赛中，海口
博盈队客场一球小负深圳雷曼队。
这场比赛的一大亮点是前国脚、海口
博盈队季铭义披挂上阵了10多分
钟。这也是他时隔6年多，再一次出
现在中国职业联赛的赛场上。对此，
季铭义说，重返赛场没有陌生感，这
一天他期待了很久。

去年10月，季铭义加盟海口博
盈队身披16号战袍，参加2017赛

季中乙联赛，同时担任俱乐部总经
理。今年37岁的季铭义2003年进
入国家队，职业生涯的巅峰是效力
于大连实德时期，获得3次甲A联
赛冠军、1次中超联赛冠军、1次足
协杯冠军。为了能代表海口博盈队
出场，季铭义最近5个月苦练体能
和力量。经过艰苦的训练，他的体
重保持在了88公斤，仅比他巅峰期
重了2公斤。

在首轮和深圳队比赛中，海口
博盈队落后一球。第75分钟，主帅
将季铭义换上场。他说：“当时我们
落后，全队以攻为主。为了加强攻
击力，我暂时客串前锋。时隔6年
多再次踢联赛，没有陌生感。”在季
铭义看来，中乙联赛没有外援，球队
的技战术含量比中超和中甲逊色一
些。不过，由于中乙年轻球员居多，
比赛的攻防转换速度较快，拼抢很

激烈。
虽然海口博盈队新赛

季首场比赛落败，但季铭义
认为全队斗志旺盛，首场比
赛运气不太好，有几个得分
的好机会没能把握住。回
到海口主场迎战梅县铁汉
队，我们有信心和对手一搏。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前国脚前国脚、、海口博盈队季铭义海口博盈队季铭义：：

重返赛场没有陌生感重返赛场没有陌生感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的较
量全部结束，四场比赛中有三场都只
有一个净胜球。

悬念
首回合只落后一球，这无疑为下

回合的逆转增添了更多的可能。尽
管多特蒙德与摩纳哥的比赛因场外
事件推迟，但这并没有影响两队在进
攻上所摩擦出的火花。2：3，虽说“大
黄蜂”主场落败，可两队比赛方式大
开大合，下回合会打出怎样的比分实
在难以预料。

马德里竞技仅凭借格列兹曼的
点球主场1：0小胜莱斯特城，如此结
果对于已经基本摆脱英超降级危险

且次回合主场作战的莱斯特城来说
并不算差，本赛季欧冠四次坐镇王权
球场，“狐狸”保持全胜，何况此前他
们就上演过逆转塞维利亚的好戏。

面对皇马，拜仁在领先的情况下
未能利用点球机会扩大比分并在之后
吃到红牌，最终痛失好局。虽然历史
上皇马在首回合客场获胜后晋级的几
率极高，但如果下场比赛莱万多夫斯
基和胡梅尔斯能够及时伤愈，拜仁仍
有翻盘的可能。

重创
0：3，在上轮淘汰赛中实现大逆

转的巴塞罗那又一次被推到了出局
的边缘，虽然下一回合是在诺坎普作

战，但面对防守极为稳健的尤文图
斯，恩里克的球队想要打出至少4：0
的比分实为困难。

除了在下周与尤文的欧冠，巴塞
罗那还要在北京时间24日的西甲比
赛中客场对阵皇马，眼下球队在多赛
一场的情况下还落后对手3分，“国
家德比”已不能有失。

百球
自小组赛第二轮对阵多特蒙德打

入一球后，Ｃ罗在欧战赛事中的进球
数已达到98粒，原本以为百球里程碑
指日可待，可即便在小组赛中两度面
对弱旅华沙莱吉亚，皇马７号还是直
到1/8决赛结束也未能更进一步。

在与拜仁的比赛中，Ｃ罗终于站
了出来，在球队落后的不利局面下，
葡萄牙人梅开二度，不仅帮助球队完
成逆转，也终于让自己成为了首位欧
战“百球先生”。

温情
在多特蒙德主场与摩纳哥的比

赛开始前，多特蒙德的大巴遭到了
爆炸物的袭击，球队后卫巴特拉也
在本次事故中受伤，比赛因此推迟。

事故发生后，两队球迷在球场
内互相鼓励予以支持，多特蒙德方
面也发起了留宿客队球迷的活动，
这一幕幕让人们倍感温馨。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悬念 重创 百球 温情

4月13日，在欧冠四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比赛中，拜仁主场以1：2不敌
皇马。图为拜仁拉姆（前右）和皇马
克·罗纳尔多（前左）争顶头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青岛4月13日电 2017年全国
游泳冠军赛13日在青岛进入第四个比赛日的
争夺，一个晚上连续参加两场比赛的孙杨摘得
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并以半决赛第一名的
成绩晋级100米自由泳决赛；湖北选手闫子贝
打破了他12日刚创造的男子50米蛙泳全国纪
录，这是他在本次赛事上第三次打破男子蛙泳
的全国纪录。

从10日开赛以来，孙杨每天都是两场比
赛，13日更是一天三赛，体力消耗非常大。他
说：“赛程很紧张，稍微有点累，但坚持下来就是
一种锻炼。之前拿过200米至1500米的荣誉，
现在100米也会继续努力，创造属于我自己的
最好成绩就好了。”

22岁的闫子贝在本次比赛先后刷新男子
100米蛙泳和50米蛙泳全国纪录，在50米蛙
泳决赛中他以27秒34打破了自己前一日刚创
造的50米蛙泳全国纪录，并一举夺冠，比自己
的全国纪录提高了0.02秒。

12日打破女子100米仰泳全国纪录的傅
园慧在女子50米仰泳半决赛中，以第一名的成
绩（27秒73）进入决赛。傅园慧说：“我先悠着
点吧，上半年比赛重要程度低一些，下半年比赛
会更重要一些，下半年再游出今年最好成绩，那
样会比较开心。”

指着身上“伤痕累累”的血道子，傅园慧说：
“这是为了刺激自己的肾上腺素（自己抓的）。
我太困了，困得不行。昨天晚上（打破全国纪
录）太累了，太开心了，没有休息好，一直在嗨！”
傅园慧还对青岛的煎饼果子赞誉有加，声称自
己每天早上都要吃双份。

全国游泳冠军赛

孙杨800米自由泳夺冠
闫子贝三破全国纪录

4月13日，孙杨在决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伦敦 4月 13 日电 （记者王子
江）2017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13日举行了抽
签仪式，丁俊晖首轮对阵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周
跃龙，参赛选手中最年轻的颜丙涛将挑战前世
界冠军墨菲。

此外，梁文博对世界排名第48位的卡灵
顿、肖国栋对排名第16位的瑞恩·戴、中国香港
选手傅家俊对阵排名第30位的布雷切尔。

今年的世锦赛将于4月15日在英国谢菲
尔德的克鲁斯堡剧院开杆，丁俊晖、傅家俊和
梁文博因为排名位居前16直接入围32强，颜
丙涛、周跃龙和肖国栋都是通过三轮预选赛杀
入正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山东淄博的颜丙
涛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世锦赛的2000后选手，
他在4月15日的年龄为17岁零58天，也成为世
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选手，比利时的布雷切
尔2012年参加世锦赛时，年龄为17岁零45天。

斯诺克世锦赛抽签揭晓关注2017年中乙联赛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年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第二
轮比赛本周六开战。15日，海口博盈
队坐镇主场迎战梅县铁汉队。这是
海口博盈队新赛季首场主场的比赛。
面对中乙南区最强的球队梅县铁汉
队，海口博盈队的目标是保平争胜。

在上赛季的两场主客场比赛中，
海口博盈队均不敌对手。本赛季梅
县铁汉队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在足协
杯首轮较量中，他们在90分钟内和

上赛季中甲球队湖南湘涛队战成3：
3，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对手，进
入了第二轮。在中乙首轮比赛中，梅
县铁汉队客场3：1击败“升班马”镇
江文旅队，迎来赛季开门红。

和新赛季梅县铁汉队两连胜相
比，海口博盈队则是两连败。海口博
盈队在足协杯首轮2：1领先的情况
下，最后时刻被上海申梵队扳平，点
球大战惜败对手无缘次轮。在首轮
中乙比赛中，海口博盈队客战老对手

深圳雷曼队，被对手以极刁钻的任意
球破门，最终失利。虽然新赛季两连
败，但海口博盈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斗
志。论实力，海口博盈队不如对手，
但主场作战，海口博盈队拥有天时地
利人和的优势，若实施合适的战术，
保平争胜的目标不难实现。

在上一场比赛中，海口博盈队的
主力门将王昊一在一次门前扑救时
和对手相撞，导致肩部受伤下场。王
昊一本场比赛可能无法上场，他的缺

席对海口博盈队是
一个损失。毕竟，
替补门将陈家豪
在能力上和王昊
一还有差距。
不过，这对陈
家豪来说也
是一个机会，
只有经历过残
酷的联赛洗礼，
才能进步。

轮次 日期 星期 主队 — 客队 城市 开球时间

第1轮 4月9日 日 深圳雷曼 VS 海口博盈 深圳 16：00

第3轮 4月29日 六 南通支云 VS 海口博盈 南通 19：35

第5轮 5月13日 六 江西联盛 VS 海口博盈 南昌 15：00

第9轮 6月11日 日 上海聚运动 VS 海口博盈 上海 16：00

第11轮 6月24日 六 镇江文旅 VS 海口博盈 镇江 16：00

第13轮 7月8日 六 梅县铁汉生态 VS 海口博盈 梅州 19：30

第15轮 7月22日 六 苏州东吴 VS 海口博盈 苏州 16：00

第17轮 8月5日 六 湖南湘涛华莱 VS 海口博盈 益阳 19：30

第18轮 8月13日 日 四川安纳普尔那 VS 海口博盈 都江堰 19：30

第19轮 8月19日 六 成都钱宝 VS 海口博盈 成都 16：00

第21轮 9月17日 日 上海申梵 VS 海口博盈 上海 16：00

季铭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