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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赛季英超明晨揭幕

六大豪门攻击组合照旧
2018-2019 英超新赛季第一轮的首战将于当地时间周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打响（北
京时间 8 月 11 日凌晨 3 点），对阵双方是英超豪门曼联和莱切斯特。英超以其高对抗、快
节奏著称，作为当今世界足坛最激烈刺激的联赛，新赛季英超依然是 6 大豪门最有冠军
相。本赛季 6 大豪门的锋线变动不大，让我们看看经过调整后他们全新配备的攻击组合。

热身赛曼联以 0 比 1 不敌拜仁慕
尼黑之后，他扳着手指数人头，
正
作为上赛季冠军，
“ 蓝月亮” 为新赛季揭幕战能否拥有一个完
曼城的进攻线拥有阿圭罗、萨内、 整的主力阵容发愁。因阵中多名
球员归队较晚，
斯特林、热苏斯，
可谓非常成熟和 主力参赛世界杯，
默契。在刚刚结束的社区盾杯比 这对于曼联备战新赛季很不利。
赛中，阿圭罗梅开二度帮助曼城 穆帅与高层貌合神离，他也被认
轻松拿下冠军。再加上从“狐狸 为是英超新赛季最可能提前下课
城”
新晋加盟的马赫雷斯，
曼城前 的主帅。不过新赛季临近，穆帅
“我们已经做好准
场的板凳深度进一步增强。对瓜 自信地展望说：
迪奥拉和他的曼城来说，社区盾 备，周五将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出
我们会使用我们所有的球员，
杯只是赛季征途迈出的第一步， 战，
据队内大将沃克尔透露，瓜帅的 为积分而战。没时间哭哭啼啼
目标是拿下一切能够争夺的冠 了，我们将以最强阵容和最棒的
军。
“我们上赛季的成绩是令人难 精神出战！”
以置信的 100 分。现在我们必须
“蓝军”看新帅如何布阵
对自己做出新的要求，上赛季的
成绩是最低目标。
”
沃克尔说。
“蓝军”
切尔西在刚刚结束的
社区盾杯比赛中以 0 比 2 输给了
“红魔”将失去博格巴？
曼城，在比赛中切尔西全面落于
上赛季拿到英超亚军的“红 下风。新赛季切尔西无缘欧冠，
魔”
曼联，
被认为新赛季会继续引 所以对球星的吸引力不足，不过
援增强进攻线，但出人意料的是， 他们的进攻球员并不少，就看新
在休赛期间曼联在转会市场却相 帅萨里如何布阵了。阿扎尔和大
当低调，并未有大手笔的引援。 吉鲁都已经决定留队，这对于蓝
新赛季他们还将继续保持上赛季 军保持进攻的稳定性十分重要。
“小魔兽”
卢卡库、桑切斯、拉什福 新赛季蓝军的进攻组合依然是阿
德、马夏尔的进攻组合。而博格 扎尔、莫拉塔、威廉和佩德罗。
巴正在闹着转会，恐怕本赛季法
“红军”进攻组合仍恐怖
国人的身影将难再现英超。曼联
主教练穆里尼奥最近抱怨不断，
“红军”
利物浦作为上赛季进
攻打法最令人赏心悦目的球队，
其前场 4 人组的冲击力相当强
劲，特别是上赛季英超最佳射手

凯恩

阿扎尔

卢卡库

萨拉赫的突然爆发。再加上从
斯托克城加盟球队的瑞士球星
沙奇里，新赛季红军的进攻组
合仍然值得高看，马内、萨拉
赫、沙奇里与菲尔米诺的攻击
线足以撕破任何防线。

“白百合”延续上赛季组合
“白百合”热刺新的赛季也
延续了上赛季非常成功的进攻
组合，凯恩、阿里、孙兴慜在不
久前的世界杯上都表现得非常
出色，凯恩问鼎世界杯最佳射
手，英格兰队在阿里的进攻组
织下挺进世界杯 4 强，孙兴慜
在小组赛中成为韩国队的“大
腿”，每个进球都技惊四座。而
且别忘了，他们还有中场指挥
官埃里克森。

“枪手”阿森纳在温格离开
后的第一个赛季并不被人看好，
但球队“大腿”厄齐尔退出国家
队后可以一心一意为俱乐部效
力。拉卡泽特的发挥越来越好，
球队的打法逐渐磨合，
球队整体
实力仍然位居前列。新赛季他
们将为
“争 4”
而努力，进攻组合
依然是姆希塔良、奥巴梅扬、厄
齐尔与拉卡泽特。 （刘大伟）

库尔图瓦登上“银河战舰”

库尔图瓦：
我不仅会守门，
还会打
“保龄球”。
己的球队拿到过西甲联赛、西班
牙国王杯、英超联赛以及欧联杯
等重量级冠军，如今已是世界足
坛的顶级门将之一。在今年世界
杯上，他多次以扑救化解对方的
攻势，助比利时夺得季军。他本

我市一家单位三名个人获嘉奖
长麦良、肇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宣群等出席大会，全省群众体
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及各市体
育局局长、领队、联络员参加表彰
大会。
会上，许建平宣读了《关于表
彰 2014—2017 年度广东省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
授予包括珠海市总工会在内
的40家单位为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称号，
授予包括我市麦文杰、
陈琳、
朱雄鹰在内的80人为群众体育先
进个人称号。出席会议的领导向
获奖代表颁发了牌匾和证书。

珠海代表队获得铜牌

比利时国门 3500 万欧元加盟皇马

新华社马德里 8 月 8 日电 皇
家马德里俱乐部 8 日宣布，
比利时
国门库尔图瓦加盟
“银河战舰”
。
皇马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的
声明中确认，与英超豪门切尔西
已就库尔图瓦转会一事达成协
议。这名刚刚在世界杯上大出风
头的比利时门将将与皇马签约 6
个赛季。库尔图瓦将在 9 日赴马
德里接受体检，并在随后于伯纳
乌亮相。据西班牙媒体《阿斯报》
称，库尔图瓦的转会费约在 3500
万欧元左右。
皇马近年来一直在转会市场
上寻觅优秀门将，
此前德赫亚、科
帕等人都曾进入
“银河战绩”
的视
线，但最终马德里豪门还是选择
了此前曾效力于同城死敌马德里
竞技的库尔图瓦。比利时人的到
来将令哥斯达黎加门将纳瓦斯面
临激烈竞争。
26 岁的库尔图瓦曾在马竞、
切尔西等多支球队效力，并随自

广东省群众体育先进表彰大会

省运会柔道女子乙组—57Kg 比赛

“枪手”已不被人看好？

萨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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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肇庆电 特派记者郭秀
玉报道：8 月 9 日上午，广东省体
育局在肇庆市举行广东省群众体
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总结表彰
大会。我市一家单位三名个人获
嘉奖。
广东省体育局局长王禹平出
席会议并讲话，广东省体育局副
局长许建平、广东省体育局副局

“蓝月亮”攻击群有增无减

奥巴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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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因此获得俄罗斯世界杯金
手套奖。
与此同时，皇马俱乐部也
宣布，
克罗地亚球员科瓦西奇将
于下赛季租借至切尔西效力，
租
借期至2019年6月30日。

阿圭罗

本报四会电 特派记者郭秀
玉报道：2018 广东省第十五届运
动会柔道比赛 8 月 5 日-11 日在
广东省四会市举行。7 日开始，
我市柔道队员进行了第一天的
比赛，获得女子乙组—57Kg 铜
牌、女子乙组—48Kg 第七名、男
子 乙 组 —60Kg 第 五 名 的 好 成
绩。9 日下午，由市文体旅游局、
市教育局组成的珠海市代表团
一行来到位于四会市的柔道比
赛场馆，观看比赛并慰问我市柔
道队员。
珠海市柔道代表队本次参赛
共有 10 名队员，他们全都是珠海
本土队员，大部分队员训练年限
还没超过 3 年，从技术和经验上
与其他市队相比，有很大差距，
但

队员们激情饱满，斗志昂扬，
为比
赛做好了充足准备。
8 月 7 日开赛第一天，我市共
有 5 名队员参赛，
其中，
周绍潼（珠
海）对阵韦春兰(中山)。周绍潼最
终经过艰苦搏击，在当天获得女
子乙组—48Kg第七名的成绩。
在刘济聪（珠海）对欧阳旭星
（云浮）的较量中，刘济聪通过使
用大外刈技术获得“一本”得分，
并获得男子乙组—60Kg 第五名
的成绩。
黄琬琴（珠海）对吴钰华（惠
州）的 铜 牌 争 夺 战 显 得 尤 为 激
烈。在几番搏击后，黄琬琴最终
使用一技反攻技术
“舍身技”
获得
“一本”得分，最终获得女子乙组
—57Kg 铜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