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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新赛程出炉

□记者 王玮皓

日前，中国足协发布了2018赛季中超赛程，中超将在3月2日拉开战幕，11月11日收官，这也是近年来赛程最长的一个赛季，主要原因是
联赛要停摆近两个月为俄罗斯世界杯让路。对于建业来说，新赛季对手强弱分布均匀，保持全年的稳定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新赛季中超将在3月2
日拉开战幕，第一场比赛由
卫冕冠军广州恒大队主场迎
战“升班马”大连一方，而联
赛开幕式则将在3月3日天
津泰达主场对阵河北华夏幸
福的比赛前举行。3月4日，
建业将在主场与北京人和迎
来新赛季揭幕战，首轮碰上

“升班马”对建业是个利好。
作为一支足坛老牌劲

旅，人和俱乐部于2015年降

级，在中甲蛰伏两年后，今年
再度杀回中超。北京人和在
今年冬季转会期动作频频，
球队不仅与韩鹏、汪强等老
队员续约，还引进了马竞球
员奥古斯托，球队实力得到
进一步加强。建业曾经的航
体之王伊沃于去年初加盟人
和，在该队依然扮演着中场
核心的角色，这场揭幕战，河
南球迷能够再次见到这位功
勋外援。

与上赛季相同，今年建
业开局依旧手握两个主场，
第二轮对阵北京国安，第三
轮则要与江苏苏宁进行首个
客场比赛，对手实力都非常
强。从往年的走势来看，建
业在联赛开局阶段一定要打
好，这才能树立信心。三轮
过后，中超将进入第一个间
歇期，这也给新帅塔拉吉奇
休整的机会，可以根据战绩
继续巩固或查漏补缺。

赛季首战，再遇老朋友

从第4轮到第11轮，建
业将分别对阵申花、力帆、华
夏幸福、智诚、恒大、泰达、一
方、上港，对手强弱分布较为
均匀，建业基本上每隔一轮
都会遇到一支强队，想要在
保级的道路上占据先机，进
而完成赛季前十的目标，这
一阶段需要建业保持稳定的
势头，遇到同档球队，3分一
定要拿到手。

5月 20日第11轮结束
之后，随着全世界的目光聚
焦到俄罗斯世界杯，中超将
停摆近两个月。这个漫长的
间歇期，可以让球员积攒满
满的能量，然而联赛7月17
日重燃战火后，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段异常严酷的赛程。

从7月28日第14轮建
业客场对阵广州富力，直到8
月18日客场对阵上海申花，

20天时间，建业要在炎炎夏
日中经历6场比赛，而且建
业要在这段魔鬼赛程中征战
4个客场，辛苦程度可想而
知。这个阶段，对球队的板
凳深度、球员的意志力、主帅
的调配能力都将是严峻的考
验。直到9月1日第21轮结
束之后，中超进入第3个间
歇期，球员们才能得到喘息
的机会。

进入夏季，赛程十分严酷

收官之前，迎来抢分良机

□记者 王峰

本报北京专电 昨日，央视春
晚进行了第四次彩排，除成龙缺
席了与吴京合唱的歌曲《中国》
外，其他明星全部到场。据悉，央
视春晚为了保证河南塔沟武校的
节目《双雄会》的演出质量，在大
年三十晚上将用高科技手段来显
示节目的精彩之处。据介绍，这
是多年来春晚武术节目中唯一没
有明星大腕，纯粹用硬功夫来吸
引观众的。

新面孔超三分之一

从昨日的彩排来看，今年央
视春晚的四个时段特色呼之欲
出。在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内，第
一个时间段主要负责把年味儿做
足，通过歌舞、音乐剧的形式，在
欢天喜地的新年气氛中展示气象
万千的新时代；第二个时间段主
打的是家国情，抒发中华儿女的
亲情、友情、爱情和乡情；第三个
时间段主打“幸福感”，表达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则
做强“新希望”，通过小品、相声、
歌舞等艺术形式展示中华民族的
新未来。

今年春晚的另外一大亮点是
新人多。据记者现场统计，在彩
排中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演员、
歌手、舞蹈家等超过50人，占演
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少林功夫、武当太极同台

今年，河南塔沟武校的58名
学员，与少林武僧团30位学员、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5位全国武
术冠军，以及清风子，将共同贡献
一场时长4分钟的武术节目《双
雄会》。少林功夫、武当太极将首
度同台，共同演绎整场晚会中唯
一的武术节目，展示我国武术的
魅力。从2003年到2017年，河
南塔沟武校的演员15年14次在
央视春晚舞台上亮相，并将第15
次登上央视春晚。“要想在春晚舞
台上坚持下去，只有一条路——
创新。武术的创新，不能单单局
限在武术里，要和各种传统文化
相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
果。”少林塔沟教育集团法定代表
人兼武术总教练刘海科说。

另外，全国观众还将在戏曲
联唱环节欣赏到豫剧，国家一级
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金不
换也将亮相央视春晚。从彩排情
况来看，春晚节目组设置了三个
地方戏曲节目，金不换的节目既
是豫剧的代表也是唯一以丑角为
主的节目，戏曲联唱时长约7分
半，而金不换的节目时长约为一
分钟。

世界杯后，建业迎魔鬼赛程

有望重新改写 央视春晚彩排
角儿都来了

建业球员陈灏

联赛

格局

新赛季，足协中超联
赛部与中超公司对赛程安
排进行了周密研究，每一
轮都有重磅比赛。今年北
京、广州、上海、天津四座
城市都有两支球队，同城
德比自然会成为焦点，上
港与申花的上海德比将在
第7轮、22轮进行，恒大与
富力的广州德比在第 9
轮、24轮进行，权健与泰
达的天津德比在第10轮、
25轮进行，国安与人和的
北京德比在第6轮、21轮
进行。

对于卫冕冠军广州恒
大来说，新赛季将连续对
阵强队。从联赛第3轮至
第6轮，恒大需要连续对
阵申花、华夏、泰达与上
港。第 9轮开始至第 11
轮，则要连打富力、国安、
鲁能，下半赛季对调主客
场后依然如此。这期间，
恒大还将进行亚冠小组赛
和首轮淘汰赛（如出线）。
多线作战的恒大，卫冕之
路非常艰难。

此外，随着几支豪门
球队实力进一步增强，联
赛争冠和争四格局可能会
被重新改写。上赛季，广
州富力的传控打法独树一
帜，前锋扎哈维拿到金
靴，但富力之所以
没有走得更远，
主要是他们在
比赛最后时刻
的防守总是掉
链子。如果斯托
伊科维奇找到了
解决办法，富力今
年可能会再上一个
台阶。

另外，随着华夏
幸福签下马斯切拉
诺，内援补充了
姜志鹏等国脚，
人员配置已经
冠绝中超。去
年冲击亚冠最
后时刻功亏一篑，今年
继续加大投入后，华夏幸
福成了争冠大热门。

上赛季德国主帅施密
特接手北京国安之后，磨
合渐入佳境，随着国安
签下韦世豪、池文一
等强援，有望重回
联赛第一集团；山
东鲁能则由“土帅”
李霄鹏接手，也许能
带领鲁能走得更远。

建业

赛程

9月 16日第 22轮开战
后，联赛将进入冲刺阶段，该
阶段5场比赛中，对手有智
诚、泰达、一方三支非豪门球
队，这将是建业绝佳的抢分
良机，必须抓住机会提前保
级。最后4轮之前，联赛还

有一个短暂的间歇
期，接下来

的收官
阶

段，建业的对手是鲁能、亚
泰、富力和权健，对于建业来
说，除了亚泰之外，另外三支
球队可能都要去力争亚冠席
位，拿分难度不小。

往年11月初，联赛就将
结束，而今年由于世界杯的
关系，联赛向后拉长。11月
11日才会进行收官战。不
过，中超最后3轮比赛时间
与亚冠决赛时间相冲突，中
国足协做出两套方案：若没
有中超球队进入亚冠决赛，

联赛将于 11 月
11日落幕；若有

中超球队进入亚冠决赛，那
么联赛结束时间为 12月 2
日。由于最后3轮必须同一
时间开打，届时所有的球队
都要为可能出现的亚冠决赛
等待。

从今年的形势来看，中
超的平民球队越来越少，各
队都在不断补强，保级竞争
将会异常激烈。不过，新赛
季中超外援限制进一步收
紧、U23球员政策持续加码，
虽然少了些星味，但却多了
一些变数，年轻球员的储备，
将会影响到新赛季的格局。

3月4日19：35河南建业VS北京人和
3月10日15：30河南建业VS北京国安
3月18日19：35江苏苏宁VS河南建业
3月31日19：35河南建业VS上海申花
4月7日19：35重庆力帆VS河南建业
4月15日19：35河南建业VS河北华夏
4月21日19：35贵州智诚VS河南建业
4月29日19：35河南建业VS广州恒大
5月6日15：30天津泰达VS河南建业
5月11日19：35河南建业VS大连一方
5月20日19：35上海上港VS河南建业
7月17日19：35山东鲁能VS河南建业
7月22日19：35河南建业VS长春亚泰
7月28日20：00广州富力VS河南建业
8月1日20：00河南建业VS天津权健

（注：如有调整，请以实际为准）

建业赛程（上半赛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