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赛季亚冠今日开战：
山东鲁能、广州恒大率先出击

中超BIG4
向冠军进发

对手：鹿岛鹿角、庆南FC、柔佛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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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联赛自亚冠联赛自20022002//0303赛季改赛季改
革后革后，，中超诸豪门中中超诸豪门中，，仅有广州仅有广州
恒大于恒大于20132013年和年和20152015年夺得冠年夺得冠
军军。。但近年来但近年来，，中超球队在亚冠中超球队在亚冠
却没能取得好成绩却没能取得好成绩。。在上赛季在上赛季，，
中超中超BIGBIG44中的上海申花止步于中的上海申花止步于
小组赛小组赛，，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在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在
11//88决赛被淘汰决赛被淘汰，，天津权健天津权健（（现天现天
津天海津天海））在在11//44决赛被上届冠军决赛被上届冠军
鹿岛鹿角双杀鹿岛鹿角双杀。。但新一届中超但新一届中超
BIGBIG44再次向亚冠发起了冲击再次向亚冠发起了冲击。。

在新赛季中超在新赛季中超BIGBIG44中中，，只有只有
广州恒大提出了夺取广州恒大提出了夺取20192019中超和中超和
亚冠的双冠的目标亚冠的双冠的目标，，但其他三支球但其他三支球
队都表示将亚冠作为侧重点队都表示将亚冠作为侧重点。。在上在上
周中超首轮比赛中周中超首轮比赛中，，中超中超BIGBIG44都都
获得了胜利获得了胜利。。上周联赛结束后上周联赛结束后，，历历
届最强中超届最强中超BIGBIG44就带着联赛全胜就带着联赛全胜
的战绩踏上了亚冠征程的战绩踏上了亚冠征程。。

北京时间今日北京时间今日1818时时3030分分，，
山东鲁能将在客场挑战韩国庆山东鲁能将在客场挑战韩国庆
南南FCFC，，这是中超球队本赛季的首这是中超球队本赛季的首
场亚冠小组赛场亚冠小组赛。。在山东鲁能亮相在山东鲁能亮相
后后，，2020时时，，广州恒大将在主场对广州恒大将在主场对
阵广岛三箭阵广岛三箭。。明日明日，，北京国安客北京国安客
战韩国全北现代战韩国全北现代，，上海上港主场上海上港主场
迎战日本川崎前锋迎战日本川崎前锋。。

2019年3月5日
星期二

2018中超冠军上海上港、亚军广
州恒大，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都是
直接获得了晋级2019亚冠小组赛的
资格，而联赛季军、足协杯亚军山东
鲁能则是踢了一轮附加赛，在击败

了越南河内FC之后，才得以获得小
组赛的参赛资格。山东鲁能上一次
参加亚冠联赛是在2016年，这也是山
东鲁能时隔3年后再次参加亚冠联
赛。加上2019赛季，山东鲁能累计9次

获得亚冠联赛参赛资格，山东鲁能
成为亚冠改制以来参加亚冠联赛次
数最多的中超队。

山东鲁能开启第9次亚冠之旅，
这是李霄鹏作为教练的第一次。山

东鲁能全队于3月3日抵达韩国，备
战3月5日与庆南FC的亚冠小组赛。
由于费莱尼补报进亚冠名单，此次
出征韩国的三外援分别是费莱尼、
佩莱与吉尔，格德斯无缘。

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定于
4日并入驻以色列大使馆，招致巴勒
斯坦方面强烈反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帕
拉迪诺3日发布“并馆”日期，声称这
一举措旨在提高办事效率，会继续
提供涉巴勒斯坦领事服务。他说：

“这不代表美国对耶路撒冷、约旦河
西岸或加沙地带的政策发生变化。”
然而，这一总领馆以往既向身处耶
路撒冷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
也是美国政府与巴勒斯坦方面接触
的渠道。美联社报道，耶路撒冷总领
馆长期扮演“美国驻巴勒斯坦大使

馆”的角色。
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巴勒

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
员会秘书长赛义卜·埃雷卡特说，
美国关闭驻耶路撒冷总领馆的决
定表明，美方正与以色列谋求“大
以色列”而非“两国方案”。巴勒斯
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国际
事务顾问纳比勒·沙阿斯说，美方
并馆是“非常糟糕的决定”，是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政策延
续，“让实现和平变得复杂，变为不
可能”。

据新华社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昨日应询
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拟于3月22日
至28日率高雄市参访团到香港、澳
门、深圳、厦门等地参访，开展交流

合作。我们欢迎并支持在坚持“九二
共识”基础上开展两岸城市交流合
作，共同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据新华社

国台办就高雄市长韩国瑜
拟率团参访大陆作出表态

上海上港在客场横扫同城球队上
海申花，随后将回到八万人主场面对
日本的川崎前锋。在中超首轮，浩克因
伤没有登场。主帅佩雷拉解释说：“浩
克目前是有一点小问题，他仍在努力，
争取在亚冠第一轮及时复出。”

去年，上港和川崎前锋便在亚冠

小组赛碰面。只不过那一次上港是前往
客场作战，最终凭借埃尔克森的致胜一
球，以1比0惊险胜出。之后，两队在上海
再次比赛时，上港队1比1战平川崎。

在这个冬季转会窗，上海上港并
没投入到中超联赛的“军备竞赛”中。
在送走队内头号射手兼核心球员武磊

之后，许多人都在感慨这个赛季上海
上港可能将面临更为艰难且残酷的对
抗局面。不过今年在迪拜拉练期间，佩
雷拉完成了武磊离队之后的“重建”。

赛前，颜骏凌在接受亚足联官
网采访时表示，武磊的离开对球队
是个很大的损失，“不得不承认这是

一个损失，但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
我们会尽力捍卫城市的荣耀。我们
在去年经历了一个了不起的赛季，
第一次捧起了中超冠军奖杯，我们
希望能够在今年延续下去，争取夺
得亚冠冠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2019赛季中超首秀，喊出要夺取
双冠（联赛和亚冠）的广州恒大在天
河体育场以“最低消费”的比分（3比
0）战胜天津天海，为新的赛程迎来了
一个好的开始。

广州恒大是第7次进入亚冠正赛，
总共拿到过2次冠军、3次八强和1次十
六强的成绩，是中国球队在亚冠的最
好成绩。2012年创造了中国的凯泽斯

劳滕神话的广州恒大首次参加亚冠便
取得进入八强的成绩，让中国足球进
入征战亚冠的新时代。2013年11月9
日，广州恒大在天河捧起2013赛季亚
冠的奖杯，书写了历史。2015年广州恒
大连续三年小组第一出线，并再度获
得亚冠冠军，也是中国球队的首次。

新赛季的到来，广州恒大无疑是
中超BIG4中阵容变化幅度最大的球

队。而在赛季之前，恒大官方发出了中
超单场最多两外援的公告，但球队却
马上引进韩国外援朴志洙，显然，在保
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绝对实力面前，
朴志洙的加盟几乎就是为了亚冠赛
场，不出意外的话，恒大将在亚冠赛
场继续使用3+1的外援政策。但朴志
洙还没有在正式比赛中上场，所以能
否默契衔接，相互补位还存在疑问。

而由于广州恒大在于锋线上已经没
有外援，靠着塔利斯卡的游走或者
保利尼奥的前插火力显然并不足
够，这个时候郜林与年轻球员们能
否在临门一脚上配合默契也需要再
观察。当然首场联赛的成绩证明球
队在锋线上配合得不错，但这是昙
花一现还是真的实力如此，需要这
次亚冠来检验。

北京国安是第6次参加亚冠正
赛，最好成绩是进入亚冠16强。在中
超新赛季客场1比0拿下了韧劲十足
的武汉卓尔，新来的门将邹德海和韩
国外援金玟哉得到了一致赞扬。4日
下午，国安队将从北京出发前往韩
国，备战同全北现代队的首场亚冠联
赛。之前没有跟随球队前往武汉征战

联赛的李磊、于洋也将随队，这次亚
冠出征可以说是现有的最强阵容。

国安本赛季外援保持了基本的稳
定，增加了亚洲外援金汶哉，补强了球
队最为薄弱的中后卫的位置。首场同
武汉队比赛时，国安队的人员并不齐
整。由于金玟哉首发，所以巴坎布没法
出场。不过在亚冠联赛中就不存在这

个问题了，金玟哉、巴坎布、奥古斯托
和比埃拉四大外援会同时首发登场。
亚冠联赛由于没有U23政策，如果不
出意外，张玉宁很有可能继续首发，到
时候他将同巴坎布搭档组成锋线。

国安队上一次在亚冠联赛上碰到
全北现代还是2015年，当时是出线后的
第一场淘汰赛，球队客场1比1战平对

手，但主场0比1告负，没能再前进一步。
再次碰面，国安还是希望能够打出让人
满意的比赛。多名新援入队的国安，还
需要一定的磨合，并且御林军的开局赛
程极为魔鬼，从超级杯开始，就连续在
客场奔波，而且在国安史上也曾经患有
严重的恐韩症，施密特遇到了成为国安
主帅以来最严峻的一段旅程。

费莱尼火线报名 李霄鹏首冲亚冠E组：山东鲁能

朴志洙只等亚冠 前锋线有待检验F组：广州恒大 对手：广岛三箭、墨尔本胜利、大邱FC

开局遭遇魔鬼赛程 国安拒绝继续恐韩G组：北京国安 对手：全北现代、浦和红钻、武里南联

上港完成“重建”浩克出战成疑H组：上海上港 对手：川崎前锋、悉尼FC、蔚山现代

美驻以使馆兼并耶城领馆
巴勒斯坦反对

昨日，记者在涞源县城的一家
宾馆见到王小雨（化名）一家人。小
雨的爸爸王新元、妈妈赵印芝前天
从看守所出来后，情绪尚未平复，觉
得像做梦一样。王新元告诉记者，

“出看守所时我哇哇大哭，终于可以
过日子了。”

2018年7月11日，王新元家发生
一起命案，死者为王磊。小雨和王磊
相识于当年2月，此后，王磊因追求
小雨遭拒，多次骚扰、跟踪小雨至学
校、老家。小雨一家人曾数次报警，
但未能阻止。直至王磊持械翻墙进
入王家被反杀，骚扰彻底终结。

案发后，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小
雨的父母——王新元、赵印芝被羁
押。2019年3月3日，王新元、赵印芝
分别收到涞源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

《不起诉决定书》。
从看守所出来后，王新元和赵

印芝都买了新衣服，他们期待“去除
之前的晦气，重新开始”。小雨一家
觉得，现在的结果是最好的，法律是
公正的。开春后，他们一家会种地，
重新过日子。

王新元：一家人团聚最重要

记者：什么时候知道能出来的？
王新元：3日上午才知道，之前

没接到任何通知，开始还不敢相信，
直到有人给我办手续。从看守所走出
去，我控制不住，大声哭起来，之前被
带走，很害怕被判刑，这才放下心来。
有人问我要不要收拾下东西，我说不
要，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赶紧走。

记者：对现在的结果满意吗？
王新元：这是最好的结果了，法

律是公平的，我们一家人都特别满意。
记者：未来有什么打算？
王新元：眼下一家人团聚最重

要。正好开春了，老家还有两亩地，
可以种点玉米，那些事都以后再打

算，终于能踏实过日子了。
记者：现在心情怎么样？
王新元：觉得还有点不敢相信

是真的。我3日在院里抽了一支烟，
旁边就是妻子、女儿、儿子，我们没
说什么话，就静静地晒了会儿太阳。
心里很满足，就想这么安心过日子。

王小雨：以后好好照顾他们

记者：什么时候知道父母出来
的消息的？

王小雨：3日看到报道才知道，
从张家口学校往回赶。终于团圆了。

记者：看到父母，心情怎么样？
王小雨：看到我妈妈的头发白

了，我一下就哭了。我妈妈本来身体
就不好，我一直很担心她。现在一家
团聚，但我心里并不好受，过几天会
带爸爸妈妈去医院做个检查，希望
以后好好照顾他们。

记者：对现在的结果满意吗？
王小雨：我们一家人团圆，非常

满意。
记者：之后会考虑申请国家赔

偿吗？
王小雨：暂时还没想那么多，之

后可能会和律师商量，按程序来。现
在就想一家人在一起。

记者：未来什么打算？
王小雨：春节后本来打算休学，

想到父母在里面，心里不好受。但他
们请律师给我带话，让我好好念书。
今年2月底我就回学校了，3日刚赶
回来。之后还会去继续念书，眼下先
和父母团聚。

记者：团聚后，一家人聊过这个
案子的事吗？

王小雨：从出来到现在，大家谁
也没提这个事情。现在我和我哥手
机没电了，也不想充。过了这段，换
个联系方式，重新开始。不愿意再说
过去的事情了。 据新京报

“河北涞源反杀案”追踪

一家人满意结果
期待重新开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日
透露，我国空间站飞行任务即将拉
开序幕，下半年，空间站核心舱、长
征五号B运载火箭和首飞载荷将先
后运往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发射
场合练。后续，择机进行长征五号B
运载火箭首飞任务。

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空间
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
料的空间应用问题，是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三步
的任务目标。按计划，空间站将于
2022年前后建成，这是我国长期在

轨稳定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将
全面提升我国载人航天综合应用效
益水平。

据介绍，今年是我国空间站建
造任务的关键之年。目前，空间站核
心舱和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
运载火箭正在抓紧研制生产，将于
年底前进行发射场合练和首飞任务
准备工作；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
天员也在按计划抓紧选拔训练，核心
舱载荷正在积极开展初样阶段研制，
其他各系统都在按工程总体计划安
排抓紧各项工作准备。 据新华社

我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即将拉开序幕

上周日晚，中国作协《诗刊》2018
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在四川遂宁颁
奖，现场揭晓8个重量级奖项。其中，
最受关注的10万元大奖“陈子昂年度
诗人奖”桂冠，由甘肃诗人阿信摘得。

诗人阿信在圈内早已是名声在
外，但网络上很少找得到有关他的资
料，低调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他的诗歌是怎样创作出来的？独
有的风格说如何形成的？这组获得十
万大奖的组诗又是怎样诞生的？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为你独家专访了

“陈子昂诗歌奖”的大奖得主，从诗歌
到生活，还原一个真实的阿信。

“诗歌就是生活”

记者：当得知自己获得《诗刊》陈
子昂诗歌奖年度诗人奖的那一刻，心
情是怎样的？

阿信：当然很激动。《诗刊》是国
刊，《诗刊》年度奖，分量很沉，尤其前
几届获奖者，个顶个棒，俱是当代名
诗人、鲁奖得主，追随他们我既感兴
奋，又觉得很有压力。

记者：能否给读者介绍一下自
己，平日生活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性格、爱好、如今的工作？
阿信：我其貌不扬，放人堆里，你

怕是很难找得到。生活中的我比较随
性，喜欢安静，爱旅行、读书、写诗、奕
棋。目前在甘肃一所民族高校任职。

记者：你是如何接触到诗歌？何
时开始提笔创作的？有多少年的诗歌
创作经历？

阿信：上大学时接触到诗歌，加
入了西北师大诗歌协会，应该是1984
年。1985年在《飞天》“大学生诗苑”发
表处女作，到现在整整35年。

记者：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

阿信：诗歌就是生活。是完全的
融入，彼此不能分开。

“曾经有10年灵感枯竭”

记者：你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海
拔3000米的小镇上，生活了近30年。
小镇生活，甘肃的气候。人文环境，对
你创作有哪些影响？

阿信：甘南气候严酷，高寒缺氧。
甘南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地区，
长期在这里生活，在汉文化的血液
中，融入了民族文化等因子，这大概
构成了我的背景，而这一切，又深刻
地影响了我的写作。

记者：你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吗？
阿信：有啊，2002年到2012年，几

乎十年时间，我停止写作，离开了诗歌
现场，那是真正的无以为继，没法进行
下去了。不过，现在好了，“诗神”又一
次眷顾了我，她现在就在我身边。

“真正的动力来自兴趣和自觉”

记者：你读到什么样的作品算得
上一首优秀的诗歌？你比较喜欢的诗
人有哪些？

阿信：这似乎涉及所谓的好诗标

准。我不认为会有这样一个现成标
准。我偏爱有生命感、存在感和具有
想象力的诗，语言质朴，不事雕琢但
有张力的诗歌语言。比如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喜欢的诗人很多，古
代的，当代的，中外都有，那会是一串
很长的名单。

记者：《诗刊》主编李少君说你之
前多次被列入诗刊年度诗人名单，如
今终于获得此奖。你觉得诗歌奖对于
一个诗人而言有着怎样的孵育作用？

阿信：近些年我的主要作品几乎
都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少数
的几家刊物上，进入《诗刊》年度奖的
视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当然，可
能也有编辑和评委对来自边地的诗
人的偏爱和宽容。

记者：事实上，你是成名已久的
诗人。如此坚持写诗的动力来自什么
神秘力量？

阿信：是坚持吗？我觉得是喜欢。
一个人喜欢一件事情，他就会长久浸
淫其中而忘掉时间，就像你可能喜欢
运动，有人会沉迷网游。真正的动力
来自兴趣和自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独家专访“陈子昂诗歌奖”大奖得主阿信——

写诗的动力，不是坚持，而是喜欢

阿信

3日，一家四口再次团聚

广州恒大昨日轻松备战费莱尼（左）期待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