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胜利影城
《惊奇队长》11:50 13:00 14:05

15:15 16:20 17:30 18:35

19:45 20:50

《夏目友人帐》12:40 14:35 16:30

18:25 20:2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姚剧清装戏《半夜夫妻》
时间：3月15日 19:15
票价：50/80/10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周末戏剧金舞台之传统经典越剧

《红楼梦》
时间：3月16日 19:15
票价：50/80/10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小伢儿金舞台——
大型儿童剧《猫和老鼠》

时间：3月23日 -3月24日

10:00/15:00

票价：39元/59元/89元

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小伢儿金舞台——
儿童剧《拇指熊卜哒》
3月22日18:00 3月23日18:00

票价：39/59/89元

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英国书屋剧院《小妇人》
时间：4月13日 19:30

票价：80/160/220/280/36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牢友记》

时间：4月30日-5月4日 19:30

5月5日 14:00

票价：100/200/280/380/580/68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法语经典音乐剧《摇滚莫扎特》
演出时间：3月15日19：30

3月16日14：30、19：30

3月17日14：30、19：30

演出票价：1180、980、780、580、380、

180元

演出人员：米开朗琪罗·勒孔特、洛朗·班

演出剧目：“梁祝”之夜——中法经典小
提琴钢琴作品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9年3月24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茱丽叶、卡咪尔

演出剧目：温慧明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4月13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温慧明

演出剧目：许鞍华*张爱玲*王安忆*焦媛
舞台力作《金锁记》
演出时间：2019年4月14日19：30

演出票价：880、680、480、280、180元

演出人员：焦媛

演出剧目：英国亲子互动剧《吉诺魔法
欢乐世界》
演出时间：2019 年 4 月 27 日 10：30
15：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演出人员：About
演出剧目：宫崎骏·久石让作品视听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9年5月12日19：30
演出票价：280、220、160、100元
演出剧团：浙江交响乐团
演出剧目：美国钢琴家马修·吉安福特
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9年5月23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马修·吉安福特

演出剧目：乌克兰多媒体互动科普剧
《太空探险之旅》
演出时间：2019年5月25日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50元

演出人员：乌克兰all holiday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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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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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茅VS纽卡斯 推荐：平负

两队目前处于积分榜中游，保级压力不

大。伯恩茅斯是主场龙，而纽卡斯则是客场

龙。这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就目前的盘

口来看，纽卡斯不败的可能性稍大。

西汉姆VS哈德斯 推荐：胜负

西汉姆上轮虽然输球，但球队在一波追

分后，已经处于无忧无虑状态，球队松懈也在

所难免；哈德斯上轮主场又输球，目前仅积

20 分，降级已基本成事实。本场比赛就目前

的盘口来看，走两头可能更好一点。

奥格斯VS汉诺威 推荐：胜

奥格斯堡目前联赛排名 15 位，保级压力

很大。本轮主场迎战同为保级对手的汉诺

威，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许胜不许败的比

赛。而从目前的一球盘来看，庄家对其还是

比较有信心。

沙尔克VS莱比锡 推荐：平负

沙尔克周中欧冠遭曼城屠杀，球队信心

严重受损，欧冠出局，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解

脱；球队目前联赛排名倒数，保级压力不轻。

本轮主场迎战强队，就盘口来看，沙尔克赢球

有难度。

斯图加VS霍芬海 推荐：胜平

斯图加特上轮客场不敌多特，球队目前

在积分榜上处在降级区，保级压力很大；本轮

主场面对实力不弱的霍芬海姆，就盘口来看，

庄家似乎对其信心不强，但笔者觉得庄家这

样操盘诱客的嫌疑较大。

沃尔夫VS杜塞尔 推荐：胜

沃尔夫斯堡虽然上轮做客大比分落败，

但球队本赛季的发挥还是可圈可点；目前他

们排名积分榜第七位，离欧战区也就一场球

的距离，本场主场面对升班马，赢球的希望很

大。

赫塔VS多特蒙德 推荐：平负

多特目前在积分榜上与拜仁同分，由于

净胜球少暂居次席。本轮客场挑战赫塔，就目

前的赔率来看，多特基本上是坐和望赢的格

局。

都灵VS博洛尼 推荐：胜平负

都灵近 7 轮保持不败，状态相当稳定。

目前他们处于积分榜第七位，获得欧联杯资

格的希望不低。本轮主场迎战博洛尼亚，从

常规角度来看，应该能够受到赔率支持，但就

目前的半球盘来看，明显开浅了，临场维持半

球中水，那都灵有可能出冷。

皇马VS塞尔塔 推荐：胜

皇马上轮客场击败升班马止跌，本轮

他们回到主场迎战塞尔塔。本场初盘为皇

马让两球高水，就盘口来看，稍微浅了一

点。此役赢盘也许有点难度，但赢球估计

问题不大。

特约竞彩专家 任伯坚

争榜首，多特蒙德客场不松劲

真正检验“中国球王”武磊战斗值的战役

来了——北京时间 3 月 17 日 23:15，西班牙

人队将在主场接受西甲劲旅塞维利亚的挑

战。目前排名西甲第 6 的客队，对排名中游

的西班牙人来说，是个极不好对付的硬茬；本

场比赛也是武磊自加盟西班牙人以来，第一

次面对欧战区的队伍，不输当赢。

先说塞维利亚，不仅在西甲联赛中堪称

豪强，而且在欧战上战绩彪炳，曾5次夺得欧

联杯，球迷甚至把欧联杯赛戏谑为“塞维利亚

杯”。球队近来状态也非常火热，上轮在西甲

焦点战中以 5:2 大胜皇家社会，还获得了重

返欧冠战区的资格。在这场比赛中，法国前

锋本耶德尔大杀四方，连进三球上演了帽子

戏法，攻击力惊人。同时，塞维利亚也在欧联

杯淘汰赛中双杀拉齐奥，闯进了16强。在本

赛季首回合比赛中，塞维利亚主场曾以 2:1

战胜西班牙人；在以往战绩上，塞维利亚也是

取得了 3 胜 1 平 1 负的成绩，进 13 球，失 9 个

球，在实力和心理上均占据一定优势。所以

说，与塞维利亚碰面，是西班牙人最近几场比

赛中最大的挑战。

西班牙人目前积 18 分，武磊到来之后，

球队拿到了 18 个积分中的 10 分。《世界体育

报》认为，武磊给西班牙人带来了化学反应，

帮助球队起飞。上轮对阵毕尔巴鄂竞技，武

磊还贡献了一次助攻。但值得指出的是，武

磊加入以后，球队遇到的对手实力都不算很

强；虽说他的表现也还算可以，但是没有得到

西甲豪强的淬炼。所以，这场比赛肯定会对

武磊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上场和毕尔巴鄂的比赛中，因为对

手比自家实力强一些，教练就首先采取了

以退为守的战术，而这种策略对于武磊的

特点来说很难发挥水平，所以他后来被提

前换下场。因此，从教练这场比赛的安排，

就可以预测到与塞维利亚队的排兵布阵，

西班牙人这次还是会采取退守的战略，因

此武磊也只有服从大局，牺牲自己，来成全

整个球队打法了。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主场作战有人和之

利，还有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塞维利

亚有场欧联杯争夺八强席位的比赛，客场挑

战捷克的布拉格斯拉维亚，舟车劳顿，势必会

消耗他们不少体力和精力。如果西班牙人能

够抓住塞维利亚双线作战、疲于奔命的机会，

战术对头，放手一搏。在稳固后防的基础上，

打防守反击，那么武磊凭借自己的速度和抢

点优势，可能会有所建树的。

北京时间周日23:15，西班牙人主场战塞维利亚

豪强淬火，武磊迎来硬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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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九推荐

门兴VS弗莱堡 推荐：胜

门兴本赛季表现不错，目前排名第4处在

欧冠区位，领先第5名球队法兰克福3分，优势

不大。近期状态一般，6 轮联赛只取得 2 胜 1

平3负；弗莱堡目前排名第12，保级无忧，近期

状态也保持得较好，近6轮联赛取得2胜3平1

负。本赛季联赛首回合门兴客场1:3落败，但

近4次主场对弗莱堡保持全胜，因此门兴本轮

坐镇主场，胜面还是较大的。

皇家社会VS莱万特 推荐：胜平

皇家社会实力不弱，是西甲中上游球队，

近期状态有所下滑，联赛 2 连败，排名落到第

9；莱万特近期联赛 3 连败，状态低迷，排名落

到第15，只领先降级区球队5分，保级还有较

大的压力。本赛季首回合，皇家社会客场3:1

取胜。从盘面上看，皇家社会不胜可能性也

较大，临场维持目前盘面，竞彩须防平。

特约竞彩专家 林思文

本报记者 陈学东

思文点彩

武 磊 上 轮 助

攻 队 友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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