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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事关亚冠资格的生
死大战，鲁能没能拿下来。
面对此前已经五连败的上海
申花，鲁能又送了一次温
暖。如今联赛只剩下最后五
轮，鲁能该反思一下自己到
底怎么了。

从客场挑战广州富力开
始，鲁能在关键的四场比赛
中全都取得平局。这样的战
绩，不但让鲁能失去了冲击
联赛亚冠的条件，更让亚冠
资格变得岌岌可危。

在这四场比赛中，除了
富力还具备一定实力外，其
他球队都是本赛季的鱼腩球
队。面对如此弱旅，鲁能四
场比赛就进了两个球。要不
是防线稳固，甚至都有可能
输球。

四连平后，很多人都把
矛头对准了裁判，认为其中
的一些关键判罚影响了比赛
结果。

其实，这样的观点确实
有些牵强。如果一场平局还
是可以理解，可是把四场平
局都推到裁判身上，那显然
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裁判
判罚本身或者说误判就是足
球比赛的一部分。莫说鲁能
这样的球队，就算是皇马拜
仁这样的超级豪门，也会遇
到裁判吹罚问题。要不想被
这样的问题困扰，需要做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
是一味抱怨。

回望鲁能这个赛季，其
实进攻端乏力的问题早已暴
露。鲁能赛季初期有着“下
半场惹不起”的绰号，原因
就是在上半场打不开局面时
马加特经常在下半场安排吴
兴涵、刘彬彬这样的快马出
场，利用速度优势打开对方
边路，并且取得不错效果。
随着传中次数的增加，佩莱
的作用更加明显，也曾经打
出不错的个人数据。

可是在联赛下半段开始
后，鲁能的进攻套路逐渐被
各队摸透，边路快马以及佩
莱支点战术已经很难再取得
效果。比如最近的三场比
赛，鲁能外援没有取得一个
进球。不管是佩莱还是塔尔
德利，都无法完成攻城拔寨
的任务。

如今看鲁能比赛，已经
没有了联赛上半段那种锐
气，仿佛又回到了上赛季老
气横秋、四平八稳的节奏。
究其原因，或许在成绩稳定
在前几名之后，鲁能俱乐部
上下的进取心已经满足，没
想在成绩上更进一步。作为
上赛季的保级球队，如今鲁
能能打到联赛前列已经是相
当不容易。

目前联赛还剩下五轮，
鲁能是三个客场两个主场。
如果本赛季已经无欲无求，
也不想参加下赛季亚冠联
赛，那么就这样混下去。如
果鲁能想来次洗心革面，重
新能够叫板恒大、上港的霸
主地位，就请来次大变脸吧。

记者 李康培

平局别总怪裁判

鲁鲁能能亚亚冠冠告告急急

下轮对阵河南
吉尔塔神停赛

鲁能目前已经在联赛四
连平，积分榜依旧排名第五，
与第四的天津权健相差2分，
与第三的河北华夏有3分分
差。再次收获一场平局，马加
特赛后表示，结果可以接受，
但塔尔德利和吉尔因为黄牌
下轮停赛，球队面临困难。

本场比赛宋龙首发出
场，搭配防守能力较强的金
敬道一同出阵，虽然球队在
比赛中创造出较好的进攻机
会，但并未转化成一粒进球。
在比赛中，塔尔德利和吉尔
染黄，周日同河南建业的比
赛将无法出战，尤其是后防
线上吉尔的缺阵，给马加特
出了一个大难题，“我们只能
去接受这一情况的发生，尽
管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
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马加
特说。 综合

郑铮肋骨骨折
十月底将复出

就在与申花赛前，鲁能
铁卫郑铮赛检查出伤病，至
少需要一个月的康复期，郑
铮说：“第三根和第四根肋骨
出现骨折的情况，先养着伤
吧，医生说大约需要一个月
才能恢复。”

也就是说等到10月底，
郑铮才能伤愈复出，至于伤
病的原因，“上轮联赛踢延
边，就是那次冲顶造成了肋
骨的伤势，之前就是疼，检查
之后才发现是骨折了。”郑铮
这样解释。

屋漏偏逢连夜雨，对阵
申花的比赛中，外援吉尔和
塔尔德利先后领到黄牌。

下轮对阵建业，二人将
累积黄牌停赛，这对于主帅
马加特的排兵布阵无疑是不
小的打击。

综合

8月20日

富力1:1鲁能

9月9日

鲁能0:0苏宁

9月16日

鲁能1:1延边

9月19日

鲁能0:0申花

中超积分榜

注：下赛季中超的亚冠名额为2+2，即中超冠军和足协杯冠军直接晋级，
中超亚军和季军参加附加赛。在恒大和上海上港基本锁定中超冠亚军的情
况下，若最终两支队伍其中的一支球队夺得足协杯冠军，则恒大和上港直接
获得亚冠资格，而中超第三和第四的球队将参加亚冠附加赛。

鲁能本赛季剩余比赛

排名 球队 胜平负 积分

1 广州恒大 18/3/4 57

2 上海上港 15/6/4 51

3 华夏幸福 13/6/6 45

4 天津权健 12/8/4 44

5 山东鲁能 11/9/5 42

6 广州富力 11/7/7 40

时间 对手 主客场

9月24日 河南建业 客场

10月14日 天津权健 客场

10月20日 辽宁宏运 主场

10月29日 恒丰智诚 客场

11月4日 华夏幸福 主场

如果是一支保级球队，四连
平的成绩似乎还说得过去；如果
是鲁能，四连平只能是一种遗
憾。当误判和自身状态的低迷交
织在一起时，鲁能注定会在这场
亚冠争夺战中落在下风。

怪象困扰鲁能

在国家队比赛期间，鲁能
的球员们并没有太多损耗；当
联赛重新开始后，他们的状态
却直线下滑。

对申花，鲁能尝试了各种
花样翻新的传中，但球仍然很
难找到佩莱的头顶，甚至连塔
尔德利也丧失了关键时刻一锤
定音的能力，甚至根本就没有
捞到几个像样的机会。上一轮
打延边富德，西塞的发挥遭到
一致诟病，但看看塔尔德利与
佩莱的表现，想必马加特仍得
继续在这几个外援之间不断做
轮换试验。

打完申花，鲁能的三大外援
已经连续三轮没有进球，这还是
本赛季绝无仅有的怪象。过去，
在佩莱低迷的时候，西塞和塔尔
德利还能有不少斩获；当西塞和
塔尔德利有伤时，佩莱甚至吉尔
也能贡献一些进球。但现在，外
援全部哑火，最强的一环陷入低
迷，也难怪鲁能会陷入连战连平
的怪圈。打延边，鲁能的全场射
门数是敌方的三倍；打申花，鲁
能全场又是狂轰15脚。但是两场
比赛加起来36脚射门，却只换来
一个进球。

进攻效率如此低下，幸亏鲁
能的防守做的还算稳固，否则或
许就不只是连平的问题了。鲁能
的三大外援攻击手，在这种情况
下起码得有一个能肩负起球队
进球的重任。虽说进球不能只靠
外援，但在外援当道的中超，指
望外援救命，是每一支球队都无
法避免的宿命。

想冲刺却遇阻力

其实在历史上，鲁能也不乏
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先例。比如
2013赛季，原本和恒大在积分榜
上展开竞争，但赛季中途的关键
期一波五轮不胜，将最终的冠军
拱手让给了恒大。不过就眼前这
波四连平来看，鲁能除了自身限
制导致低迷以外，还有一些问题
不能不谈。

做一个鲁能球迷，现在得学
会宽容。打富力，扎哈维假摔被
判点球，那是全世界裁判都会有
的误判，是足球“自身的魅力之
一”；打苏宁，鲁能获得点球机会
后随即被取消，那是裁判大公无
私、讲理不讲情；打延边，郑铮毫
无问题的进球被吹掉，那是裁判
个人尺度，千人千面嘛；打申花，
鲁能进攻没结束比赛却停了、吴
兴涵有利进攻却被硬生生终止，
那是裁判对时间和空间判断的
固有缺陷，忍忍也就过去了。

但这也说明了一种趋势：当
鲁能急需拿分冲击亚冠资格时，
他们成了不受裁判欢迎的角色。
如果鲁能在裁判心目中的“印
象”能好一些，或许他们也可以
随心所欲的踢伤对方的核心球
员，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应有的
惩罚；或许他们也能在丢球之
后，再让裁判将这个球吹出来，
然后禁区内的各种身体接触都
让对方付出点球的代价，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

这都是中超赛场本赛季发
生的真实案例，鲁能其实不求有
这样的超国民待遇，只是盼望少
些误判而已，但现在看来，这样
简单的诉求都很难实现。刘军帅
年轻气盛，在个人主页上牢骚满
腹，但就如今这种情况，他的牢
骚不换来一张禁赛通知就是万
幸了。在中超这个大染缸里，鲁
能虽已浸淫已久，但本赛季，他

们却似乎突然要开始学习新的
江湖规矩了。

马加特走到瓶颈期

联赛打到现在这个份上，鲁
能的整体技战术，和赛季前期相
比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战绩却
判若云泥。很显然，一些赛季初
管用的东西，现在突然变得不那
么管用了。比如说在和申花的
比赛里，马加特下半场接连换
上吴兴涵和刘彬彬，要是换成
别的球队，老马这一招可能立
竿见影。但现在，结果仍是令人
闷闷不乐。

鲁能的阵容确实存在不少
短板，摆在明面上的就是中场一
水的工兵，缺少足够的创造力；
又比如为了兼顾边后卫实力平
平的问题，马加特不敢在首发中
安插实力更强的边锋，这都是困
扰鲁能的老大难问题。在战绩好
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住，
仿佛它们已经得到解决一样；而
在战绩差时，这些问题全都一股
脑重新冒头。只能说明一个问
题，那就是马加特从未真正彻底
将问题解决。

马加特能做的只有缓解，这
也就是为什么在尝试了20多场
之后，马加特仍然找不到心目中
最合适的两翼走廊。而在整支球
队的体系里，只要佩莱的核心地
位不变，边路就是鲁能最为依赖
的进攻发起点，但问题是，他们
的能力总令人无法感到放心。倘
若现在要求马加特改变打法，时
间已经所剩无几。在联赛中途，
鲁能也曾有过不小的波动，但后
来马加特凭借塔尔德利和西塞
的新组合撑了过去。如今，是否
有必要重启这对组合，值得马加
特考虑。既然技战术已经来到瓶
颈期，那索性彻底将“瓶子”打
破，或许还能迎来“不破不立”的
机会吧。 腾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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