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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赛季西甲首轮 18 日继续
进行，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在主场 3 比 0 完
胜阿拉维斯，取得开门红。

巴塞罗那首轮坐镇诺坎普迎战阿拉
维斯，梅西再度成为场上主角，他以两记
进球为巴萨奠定新赛季首场联赛胜利。
库蒂尼奥在比赛中也有一球入账。此外
梅西在比赛中的首粒进球也是巴萨在西
甲赛场上的第 6000记进球。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两场比赛中，比利
亚雷亚尔主场 1 比 2 不敌皇家社会，塞尔
塔则在主场 1比 1战平西班牙人。

西甲西甲
梅西二度建功
巴萨获开门红

在 18 日进行的 2018－2019 赛季法甲
联赛第二轮比赛中，姆巴佩的两个进球帮
助巴黎圣日耳曼队 3 比 1 击败甘冈队，

“大巴黎”迎来两连胜。
在俄罗斯世界杯赛上大放异彩的姆

巴佩替补登场独中两元，帮助球队反败为
胜。

赛后，姆巴佩说：“我的确为球队作出
了一些贡献。不过，关键是球队在上半场
结束之后希望作出改变。”

法甲法甲

姆巴佩双响
大巴黎两连胜

英超联赛 18 日进行了第二轮的 6 场
比赛，切尔西在主场凭借阿隆索最后时刻
的进球，以 3 比 2 绝杀阿森纳，取得两连
胜。

热刺和伯恩茅斯分别击败富勒姆和
西汉姆联，同样在前两轮保持全胜。

另外三场比赛中，升班马加的夫城以
0比 0战平纽卡斯尔联队，埃弗顿 2比 1胜
南安普敦，莱斯特城虽然遭遇了前锋瓦尔
迪被红牌罚下的打击，但仍然以 2 比 0 击
败了另外一支升班马狼队。

英超英超

切尔西胜阿森纳
热刺战胜富勒姆

2018－2019 赛季意甲联赛 18 日拉开
大幕。在尤文图斯客场 3比 2险胜切沃的
揭幕战中，今夏转会尤文的克·罗纳尔多
（C罗）上演了在意甲赛场的处子秀。

本场比赛，C罗获得多次射门机会但
均无功而返，反倒是替补登场的意大利国
脚贝尔纳代斯基成为球队获胜的功臣，正
是他策动了尤文的第二粒进球并在最后
时刻献上“绝杀”，帮助球队取得开门红。

因为 C罗的到来，这场揭幕战格外引
人关注，球票早早销售一空。此役，C 罗
领衔尤文锋线，另外两名夏季新援博努奇
和坎塞洛同样获得首发机会，什琴斯尼镇
守球门。赛前，双方球员为热那亚公路桥
垮塌事故中的遇难者举行了默哀仪式。

意甲意甲

C罗迎意甲首秀
揭幕战尤文险胜

19 日，雅加达亚运会跆拳道比赛在
朋加诺会议中心开赛。在当天举行的跆
拳道品势 4 个单项中，中国男团在决赛
中不敌韩国队，收获一枚银牌。

韩国队成为当天最大赢家，收获男
子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印尼在女子个
人项目上夺金，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东道
主收获的首枚金牌。

跆拳道品势是首次进入亚运会项
目，共设男、女个人和团体 4 枚金牌。
2016 年的跆拳道品势世锦赛，中国队创
下 3 金 3 银 2 铜的佳绩；但本届亚运会，
韩国、伊朗、印尼等队伍实力不俗，中国

队在女团、男团方面具备夺牌实力。
在男团比赛中，中国队派出了朱宇

祥、胡明达、邓庭锋出战。中国队半决赛
淘汰了菲律宾队，但在与韩国队的决赛
中，在传统品势和新品势两项比拼中都
落入下风，最终获得亚军。

韩国在男子个人、团体和女子团体
都进入了决赛，最终收获男子个人和团
体两枚金牌。女子团体比赛中，泰国女
队险胜韩国队夺金。在女子个人的比赛
中，印尼选手德菲亚·罗斯玛尼亚尔战胜
伊朗选手，为东道主夺得了本届亚运会
首枚金牌。

中国女排 19 日亮相雅加达亚运会
赛场，用时 57分钟、以 3比 0轻松战胜小
组赛首个对手越南队，迎来开门红。

以里约奥运冠军为班底的中国女
排，在跟越南队交手时优势明显，尤其是
在扣球和拦网方面让对手吃了很大苦
头。“世界头号主攻手”朱婷全场 19扣 14
中，贡献了最高的 15 分；拦网高手袁心

玥也有 9分入账。
进入第二局后 ，郎平频频调兵遣

将。对此，她说：“确实换了不少队员，就
是想尽量让大家都上场，尽快适应环境、
进入状态。”但郎平让朱婷打满了全场，
她解释说：“一方面，朱婷也需要适应场
地；另一方面，后面的对手会越来越强，
需要朱婷承担更多。”

19 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 37
届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亚奥理事会成
员经过投票，通过了在三亚举行第六届亚
洲沙滩运动会的决定，时间定于 2020 年
11月底至 12月初。

印尼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里，中国男
子武术老将孙培原凭借不容置疑的实力
和近乎完美的发挥为中国军团摘得 2018
年亚运会首金。

第五个上场的孙培原一亮相就引发
现场中国观众的热烈喝彩。身着一袭简
洁干练的紫金短衫，他从容不迫地按照既
定节奏展开表演，眉宇之间气定神闲。平
衡、跳跃、跌扑、翻滚，时而舒缓柔和，时而
刚劲有力，将武术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
致 ， 所 有 动 作 干 净 利 落 、 一 气 呵 成 。
9.75 分！这是一个在大赛中足以冲金的
优异成绩，但中国队的最大竞争对手还
未上场，所有人都屏息静待后面选手的
比赛。

孙培原看似游刃有余的背后，却背负
着代表中国队冲击首金的巨大压力。除
了上届亚运会中国队缺席该项目外，中国
队此前已夺得男子长拳项目六连冠。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包括套路和散
打两大部分的武术首次成为亚运正式比
赛项目，随后在长达 20年的时间里，中国
男子长拳在亚运会的冠军地位无人能撼。

“中国选手今天的表现非常出色，”来
自韩国的上届冠军李夏成因失误无缘奖
牌，他赛后毫不吝惜对孙培原的赞赏，“今
后有机会愿意在大赛中与他继续交流切
磋。”

即将 29 岁的孙培原出生于山东淄
博，自 6岁起开始习武，专攻武术套路，长
拳、刀术、棍术样样精通，四年前的仁川亚
运会他获得了刀棍全能冠军。他曾三次
征战全运会，并在去年天津全运会摘得长
拳、刀术、棍术全能金牌。

随着中国队另一劲敌印尼选手玛维
洛取得 9.72 分的成绩，一切尘埃落定，中
国队摘得本届亚运首金已无太多悬念。

等待所有选手比赛完毕，确认自己如愿摘
得金牌之后，孙培原才如释重负，之前凝
重严肃的表情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激
动与兴奋。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没
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孙培原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被问到未来计划时，他只是轻描
淡写地说：“先给自己放两天假，以后的打
算从长计议。”

雅加达亚运会 20 日将迎来开幕式后
的 第 二 比 赛 日 ，全 天 预 计 产 生 金 牌 29
枚。“中国太阳”孙杨对于本届亚运会新增
项目、同时也是奥运会新项的 800 米自由
泳志在必得。

中国体操男队与老对手日本队在个
人全能上的强强对话也值得期待，不过由
于分组抽签不在一组，两队的比赛不会同
时进行。

20日游泳项目将产生 7块金牌，中国
泳军全面出击。孙杨的男子 800 米自由
泳比赛无疑将成为焦点。孙杨是男子 200
米、400 米和 1500 米自由泳的奥运会、世
锦赛冠军得主。本届亚运会新增了东京
奥运会新项目男子 800 米自由泳，对于这
块金牌，孙杨的态度是志在必得。

体操首金将罕见地诞生在男子个人

全能而非男团上。本次亚运会体操比赛
将资格赛与个人全能决赛融合，在进行资
格赛的同时，也将决出个人全能金牌，然
后才会进行男团和女团决赛，单项决赛放
在最后两天。“这就要求队员们在第一场
比赛中就不能有任何失误。”中国体操队
领队叶振南说。

此番中国体操队派出了由林超攀、肖
若腾、邹敬园、孙炜、刘洋组成的男队。其
中，肖若腾、林超攀是去年世锦赛男子全能
冠、亚军，也是本届亚运会男子全能夺冠热
门。四年前的仁川亚运会，中国体操男团
十连冠被日本队终结。此番虽然日本队派
出二队参赛，但是，队中的古川翔等新星在
一些单项上并不弱。古川翔在今年日本体
操全锦赛上夺冠，终结了“全能王”内村航
平的十连霸。中日对抗将依然是本次体操

男子个人全能角逐的主旋律。
值得一提的是，中日作为最大竞争对

手却无法同场竞技。根据分组抽签安排，
中国队将在第一组上午进行比赛，第二组
的日本队下午出场。

三大球方面，继中国女排 19 日取得
“开门红”后，男排的小伙子也将首战越南
队。“少帅”沈琼率领的中国男排 B队新老
结合，有张晨、仲为君、任琦等多名老将，
也有彭世坤等新人，他们此次的目标是收
获一枚奖牌。20 日，中国女篮 20 日将迎
来小组的第三个对手蒙古国队，此前中国
女篮分别战胜了泰国队和强敌日本队，此
番再获胜利悬念不大；中国女足将迎来小
组赛第二个对手塔吉克斯坦队，对方首场
比赛曾以 0比 16惨败于朝鲜队，面对同样
强大的中国女足也难有机会。

亚运会亚运会··今日看点今日看点

奥运新项孙杨志在必得
中日体操全能隔空对话

力揽亚运首金 中国武术期待再创辉煌

孙培原在比赛中孙培原在比赛中。。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三亚

获2020年亚沙会举办权

8 月 19 日，孙杨在颁奖仪式后向观众
致意。当日，在第 18 届亚运会男子 200 米
自由泳决赛中，孙杨以 1 分 45 秒 43 的成绩
夺冠。 新华社发

中国女排首战轻松过关

跆拳道品势中国男团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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