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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周三）

19:30�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丁俊晖） CCTV5
23:15�亚冠 莱赫维亚 -�广州恒大 CCTV5

9月19日（周四）

02:45�欧冠 切尔西 -�巴塞尔 新浪
02:45�欧冠 那不勒斯 -�多特蒙德 风云足球
02:45�欧冠 巴塞罗那 -�阿贾克斯 CCTV5+
14:30�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2轮 CCTV5
18:35�足球之夜 CCTV5
19:30�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2轮 CCTV5+
19:30�亚洲女排锦标赛1/4决赛 CCTV5
23:45�男篮欧锦赛1/4决赛 CCTV5+

9月20日（周五）

14:30�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 CCTV5
19:30�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 上海体育

9月21日（周六）

03:00�男篮欧锦赛半决赛 CCTV5
14:30�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 CCTV5
21:30�德甲 纽伦堡 -�多特蒙德 CCTV5
21:45�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 上海体育
22:00�英超 利物浦 -�南安普顿 广东体育

9月22日（周日）

00:30�英超 切尔西 -�富勒姆 PPTV
00:30�德甲 沙尔克04�-�拜仁慕尼黑 风云足球
02:00�西甲 巴列卡诺 -�巴塞罗那 PPTV
16:00�中超 广州富力 -�贵州人和 CCTV5
20:00�F1新加坡站正赛 PPTV
21:00�意甲 罗马 -�拉齐奥 CCTV5+��
23:00�英超 曼城 -�曼联 PPTV
23:30�男篮欧锦赛季军赛 CCTV5

9月23日（周一）

01:00�西甲 皇家马德里 -�赫塔菲 PPTV
02:45�意甲 AC米兰 -�那不勒斯 PPTV
03:00�男篮欧锦赛决赛 CCTV5

对于大部分曼联球迷
来说， 今年恐怕是看球生
涯中第一次经历曼联换
帅。要知道，刚刚退休的弗
格森在曼联帅位上坐了27
年之久。从这个角度而言，
尽管继任的莫耶斯也有连
续执教埃弗顿十余年的辉
煌记录， 但总难免被人当

成“初哥”。
赛季伊始， 尚有些嫩

头青的曼联遭遇魔鬼赛
程，虽然3胜1平1负的战绩
还说得过去， 但对阵切尔
西和利物浦两支强队1平1
负， 让人们对曼市德比中
红魔前景多了几分担忧。

近年来财大气粗的曼
城， 倒也没有给夺冠热门
曼联和切尔西施加太大压
力。 蓝月亮同样经历了换
帅，从输给加迪夫城、战平
斯托克城的表现来看，佩
莱格里尼对球队的掌控，
还没有达到得心应手的地
步。

同样经历换帅， 同样
开局平淡， 积分榜同积7
分，这场曼彻斯特德比，对
双方来说显然是公平的。
对于球迷来说， 这样的平
等对话，更有悬念，更值得
期待。

中秋小长假
冤家大团圆

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可是亲人、朋友团聚的好日子。然而要是世界上只有亲
人朋友，没有冤家敌人，或许会变得无趣。

至少在赛场上，我们更常见到，更乐于见到的，不是“一被子”的朋友，而是“一辈
子”的敌人。凑巧的是，从中秋小长假到周日，从欧冠死亡之组到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再到英超曼彻斯特德比，在连续不断的赛事转播中，我们将看到一场又一场“冤家大
团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即将于19日凌晨打响
的欧冠F组被公认为今年
头号死亡之组。 到底有多
“死亡”？ 看看近三届欧冠
死亡之组的缠斗史， 便知
道了。2011年，曼城被分进
德甲巨无霸拜仁所在的A
组， 那不勒斯成了他们的
头号对手；2012年，曼城和
皇马一组， 多特蒙德成了
他们小组出线的拦路虎。

今年， 曼城终于逃离
死亡之组， 尽管再度遭遇
拜仁， 但同组另两个对手
并不强大。 反倒是过去两
年和曼城争夺小组出线权
的那不勒斯和多特蒙德，
被一同抽到了F组，同组的
还有阿森纳和马赛， 一个
由英超、法甲、西甲、德甲
豪门组成的终极死亡之
组，就此诞生。

今年加入到这场“死
亡游戏”的阿森纳和马赛，
居然在两年前的小组赛便
曾同分在一个小组。 更凑
巧的是， 当年该小组还有
当时还不够成熟的多特蒙
德。也就是说，两年前的死
亡之组， 有三支球队是雷
同的， 只不过当年的奥林
匹亚科斯换成了更强大的
那不勒斯！

从今年的形势来看，
阿森纳和多特蒙德自然更
被看好进入16强。 不过首
轮比赛， 两队都将客场作
战。 阿森纳面对球风类似
的法甲球队马赛， 多特蒙
德则将客场挑战同样青年
才俊云集的那不勒斯，这
样的比赛， 不是冤家聚首
又是什么？ 客观地说，4支
球队差距并不大， 谁能死
里逃生， 这场争夺从小组
第一轮便将进入白热化。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已经
进行了两个比赛日， 中国球
迷最关心的丁俊晖将在第三
个比赛日，即18日19:30登场
出战首轮， 对手为外卡赛选
手吉尔伯特。 后者在外卡赛
中战胜了中国小将方雄慢。

自上半年世锦赛后，除
了一些小型巡回赛， 斯诺克
球坛基本处于休战期。 经历
了长时间休整， 丁俊晖顺利
通过首轮应当不存在问题。
不过，进入16强之后，等待
他的将会是一段魔鬼赛程。

同一个1/8区，曾经的丁
俊晖克星墨菲已经率先进入
16强。如果能战胜墨菲，丁俊
晖在1/4决赛的对手很可能
是墨尔本机器罗伯逊。此后，
同一个半区争夺决赛席位的
将是马克-塞尔比。而在上半
区，由于其他选手不算太强，
希金斯和特鲁姆普争夺一张
决赛门票的可能性相当大。

这也意味着， 照正常进
展，丁俊晖每走一步，都将面
对职业生涯最强大的对手。

中秋小长假及周末赛事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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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团圆之一
欧冠死亡之组
开启逃生模式

冤家团圆之二
小丁大战上海滩
每轮都碰老冤家

冤家团圆之三
曼城遇曼联，谁都输不起

9月22日23:00�英超 曼城 -�曼联 PPTV

曼彻斯特德比如今已是最火爆的德比之一。

看莱万多斯基（上图）和伊瓜因（下图）
谁的脚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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