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春节看球指南为您奉上

2月20日18:30
亚冠小组赛E组

柏太阳神VS天津权健
PPTV

2月20日20:00
亚冠小组赛F组

上海上港VS墨尔本胜利
PPTV

2月21日18:00
亚冠小组赛G组

大阪樱花VS广州恒大
PPTV

亚冠赛场

从近期热身赛的首发阵容
来看，广州恒大主帅卡纳瓦罗
并不在意与这些强队交手的胜
负成绩，而是在试验、考察如何
合理地使用队内已有的U23球
员，调试首发阵容。

恒大新赛季的外援阵容比
较稳定，得到保利尼奥8号球衣
的新援古德利被寄予了厚望。
恒大引进古德利，就是为了增
强球队中场的对抗能力，但由
于到队时间较晚，这位塞尔维
亚国脚还没有和球队一起踢过
任何一场比赛。

2月24日23:00
英超第28轮

利物浦VS西汉姆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24日23:00
英超第28轮

布莱顿VS斯旺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25日22:05
英超第28轮

曼联VS切尔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在这个冬天，阿森纳和曼
联做了一次大交易，队内头号
大腿桑切斯和曼联队内的轮
换球员姆希塔良进行交换。
这个交易的背后，是阿森纳
球迷强烈的不满。作为联赛
中的直接竞争对手，阿森纳
不但把自己的头号球星拱手
相让给对方，还仅仅只是换
来一个在对方球队内称不上
是主力的球员。

可是在最近的英超联赛
中，姆希塔良和奥巴梅杨迅速
擦出火花，这对前多特蒙德队
友在新队伍也没有忘却当年
在大黄蜂时候的默契。

2月21日03:45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切尔西VS巴塞罗那

QQ直播

2月21日03:45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拜仁VS贝西克塔斯

QQ直播

2月22日03:45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塞维利亚VS曼联

QQ直播

佛罗伦迪诺早就有了重
建的计划，只是因为上个赛
季的皇马表现着实出色，令
他的重建不攻自破，然而到
了本赛季之后，佛罗伦迪诺
显然后悔了当初自己的判
断。不过就是这样的成绩之
下，C罗的薪水还被承诺在
夏季将提高到3000万欧元左
右，与内马尔的薪水持平，只
是C罗只想向梅西看齐的薪
资水平显然已经让皇马十分
不满。

皇马球星J罗去年夏天租
借加盟拜仁慕尼黑，而在海因
克斯上任后，J罗几乎场场都
是全队表现最好的球员，而近
日西班牙媒体报道称，皇马有
意提前将其召回，对此，《图片
报》表示无中生有。

J罗在拜仁不光组织进攻
的水平持续提升，在防守端也
屡有上佳表现，也正因如此，
皇马希望在2018年夏天将其
提前召回，但是，《图片报》表
示，根据他们的消息，皇马能
够提前召回J罗的唯一前提是
必须得到拜仁同意。

山东男篮当家球星、
上赛季本土MVP丁彦雨
航最近的状态可谓跌宕
起伏。上个月面对广州男
篮砍下42分之后，主帅凯
撒将泰劳森拿上首发。球
队连胜时期，丁彦雨航一
直表现不甚理想，此役面
对同曦，丁神仅仅得到15
分、5次助攻的数据。

在常规赛临近尾声之
际，山东高速男篮不断发
掘 新 的 得 分 点 。毫 无 疑
问，在季后赛对手肯定研
究透球队的主力阵容。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有
更多的像此役贾诚这样
的角色球员每场都有站
出来的，那对方可是防不
胜防，这也有利于山东高
速走得更远。

武里南联广州恒大

vs

热刺 阿森纳

vs

大巴黎

vs

比赛时间：2月14日17: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纳瓦罗 冯潇霆

欧冠赛场

比赛时间：2月10日20: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凯恩 姆希塔良

比赛时间：2月15日03:4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内马尔 C罗

比赛时间：2月11日01: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莱万 格雷茨卡

比赛时间:2月11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杰特 丁彦雨航

山东男篮

隔记者 李康培

春节假期除了精彩的冬奥
会 比 赛 ，欧 洲 五 大 联 赛 以 及
NBA、CBA也在不间断上演强强
对话。如何在春节假期好好看
球，一份看球指南为您奉上。

2月10日20:30，英超将迎来热
刺和阿森纳的直接较量。目前在
英超积分榜上，热刺排在第五
位，而阿森纳则排在第六。每年
英超前四争夺都非常激烈，想必
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两支球队赛
季前景有着很大影响。

德甲方面将迎来拜仁慕尼
黑和沙尔克04的对话。作为德

甲班霸，拜仁本赛季一骑绝尘，
联赛冠军已经基本到手。沙尔
克04目前位居德甲第五位，整
体实力也肯定在拜仁之下。比
赛的最大看点，就是夏季即将
转会拜仁的沙尔克核心格雷茨
卡表现如何。

当然最后球迷期待的还是
本赛季欧冠淘汰赛的争夺，拜
仁、皇马、巴黎圣日耳曼等球队
将登场亮相。2月14日凌晨03:45，
尤文图斯将在主场对阵热刺，曼
城则将客场挑战巴塞尔。2月15
日凌晨，波尔图将迎来利物浦的
挑战，皇马则是在客场迎战大巴
黎。C罗和内马尔的对抗，以及两

支球队的进攻能力，让这场比赛
备受关注。在2月21日和22日的比
赛周期，切尔西将主场面对巴塞
罗那，拜仁慕尼黑的对手则是贝
西克塔斯。此外，曼联和罗马也
将迎来各自对手塞维利亚和顿
涅茨克矿工。

在欧冠比赛火热进行的同
时，新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也将
拉开帷幕。中超联赛的四支球队
上海上港、天津权健、广州恒大
以及上海申花将分别迎来川崎
前锋、杰志、武里南联以及鹿岛
鹿角。本赛季中超球队面对的小
组对手实力强劲，可谓场场都是
硬仗。相比之下，中超四强只有

广州恒大的亚冠经验较为丰富，
其他三支球队还需谨慎小心。

除了足球比赛之外，CBA和
NBA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山东
男篮将迎来常规赛阶段的最后
两场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阵天津
和青岛。两个对手虽然实力不
强，但是还是谨防阴沟翻船。事
关季后赛最终的排名，山东男篮
需全力争胜。

NBA方面，将迎来备受球迷
期待的全明星赛。今年比赛进行
了改革，将原来东西部对抗改为
队长选人对抗。詹姆斯和库里作
为两支球队的队长，也将在新年
假期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英超赛场

2月10日22:30
德甲第22轮

法兰克福VS科隆
PPTV

2月17日22:30
德甲第23轮

沃尔夫斯堡VS拜仁
PPTV

2月17日22:30
德甲第23轮

汉堡VS勒沃库森
PPTV

拜仁 沙尔克04

德甲赛场

皇马

vs

天津男篮

vs

2月11日19:35
CBA常规赛第38轮

广东VS辽宁
CCTV-5+

2月11日19:35
CBA常规赛第38轮

上海VS青岛
QQ直播

2月11日19:35
CBA常规赛第38轮

北控VS江苏
QQ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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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18:00
亚冠小组赛F组

川崎前锋VS上海上港
PPTV

2月13日20:00
亚冠小组赛E组
天津权健VS杰志

PPTV

2月14日18:00
亚冠小组赛H组

鹿岛鹿角VS上海申花
PPTV

2月10日23:00
英超第27轮

埃弗顿VS水晶宫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10日23:00
英超第27轮

斯托克城VS布莱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10日23:00
英超第27轮

西汉姆VS沃特福德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2月14日03:45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尤文图斯VS热刺

QQ直播

2月14日03:45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巴塞尔VS曼城
QQ直播

2月15日03:45
欧冠1/8决赛首回合
波尔图VS利物浦

QQ直播

2月10日22:30
德甲第22轮

多特蒙德VS汉堡
PPTV

2月10日22:30
德甲第22轮

勒沃库森VS柏林赫塔
PPTV

2月10日22:30
德甲第22轮

汉诺威VS弗莱堡
PPTV

比赛时间:2月19日09: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杜兰特 哈登

哈登队詹姆斯队

vs

NBA全明星赛

2月17日08:00
NBA全明星名人赛

东部VS西部
QQ直播

2月17日10:00
NBA全明星新秀赛

美国联队VS世界联队
QQ直播

2月18日09:00
NBA全明星单项赛
扣篮大赛 三分技巧

QQ直播

CBA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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