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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国庆黄金周，对体
育而言是个特殊的季节。在假
期之后，国内足球联赛逐渐步
入尾声，篮球联赛则是逐渐展
开。不管是CBA还是NBA，都
将进入新一轮的篮球季。

目前，中超联赛只剩下最
后四轮，山东鲁能排在第五
位。最近的五场比赛，山东鲁
能四平一负，完全没有了之前
的劲头。

按照鲁能如今的状态，莫
说进入前三，亚冠资格都已经
非常困难。很多球迷都没有想
到，在争取赛季名次的关键时
刻，山东鲁能掉链子了。

本赛季的山东鲁能可谓
是高开低走，原本给予球迷无
限希望。赛季上半段，山东鲁
能在球场上积极主动，不论是
进攻还是防守都很有章法。特
别是在比赛下半场，鲁能经常
上演逆转好戏，让外界大呼
下半场的鲁能惹不起。

可是现在，鲁能又进入
了四平八稳的节奏，进攻没
有侵略性，球员的动作又开
始出现“步行者”的迹象。

此外，曾经看起来运筹
帷幄指挥有方的马加特，似
乎也没有多大变招了。不论
是面对保级球队还是同位置
球队，马加特的招数似乎已
经没有多大新意。在这波连
续不胜后，很多球迷甚至开
始呼吁马加特下课。这番光
景，在本赛季初是无论如何
想不到的。

或许是未来不想打亚
冠，或许是对于成绩的满意。
目前的鲁能又给人一副死气
沉沉无欲无求的样子。不巧
的是，这样的球队气势也是
球迷们最不想看到的。最后
四轮比赛鲁能能否换个活
法，给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
满句号？

在之前几年，中超赛季
最后一场和新赛季 CBA 第
一场经常同时开打，搞得球
迷不知道该看哪一场。特别
都是主场作战，球迷也是无
暇分身，只得忍痛割爱。今年
CBA 联赛提前开始，避免了
这样的尴尬。

相比起目前一片沉寂的
山东鲁能，外界更看好兵强马
壮的山东男篮。

两个外援都是 NBA 现役
球员，丁彦雨航也决定留在球
队中。加上新加盟的张春军、
张庆鹏、王汝恒，主帅凯撒手
下猛将如云，绝对可以在新赛
季有一番作为。

最近两个赛季，山东男篮
连续止步季后赛第一轮，而且
这支球队史上还从未获得总
冠军。如今机会就摆在山东男
篮面前，希望俱乐部能给球迷
带来惊喜。

对于体育记者而言，国庆
假期之后一月是一年中最忙
的。足球新闻忙着收尾，篮球
新闻则是进入正轨，各方面采
访也这都要展开。可对球迷而
言，无疑是最快乐的，篮球和
足球新闻都在不断发生。

记者 李康培

国庆黄金周
体坛换季忙

对于上班族来说，国庆假
期是出行旅游放松身心的时
刻。可对很多球迷而言，这可
是难得的看球黄金期。不用担
心熬夜，不用担心上班的疲
劳，约上三五好友饮酒看球，
岂不美哉。为此，本报选出其
中的十场焦点比赛，这些最好
都不要错过。

10 月 1 日 00:30
英超第 7 轮

切尔西 VS 曼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曼城在今年夏天又花了俱

乐部2个亿，引进了沃克尔、门
迪、B·席尔瓦等众多实力派球
星。这些引援已经开始在新赛季
发挥作用，再加上曼城原本的核
心阵容，这支全新的曼城已经变
得更加强大了，而且球队拥有着
极其强悍的阵容厚度。

切尔西贵为卫冕冠军，今夏
天俱乐部的引援也很有针对性。
目前引进的吕迪格、莫拉塔以及
巴卡约科等人已经开始发挥自
己的实力。球队的核心结构也比
较稳定，他们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争冠力量。

10 月 2 日 00:00
意甲第 7 轮

AC米兰VS罗马
CCTV-5

拥有着佛罗伦萨上赛季的
第一射手卡利尼奇，拥有着C罗
钦点的接班人安德烈·席尔瓦，
拥有着AC米兰青年队历史第
一射手库特罗内，拥有着西班
牙大腿苏索，这是属于蒙特拉
的红黑军团锋线牌面，即使没
有顶级巨星的重磅引援称不上
豪华锋线，但这样的配置在意
甲也算是排得上名号。然而，这
样一支看起来中前场完全升级
的AC米兰，却已经连续两场意
甲联赛没有运动战进球了。

本赛季至今，5场欧联杯的
比赛，6场联赛，AC米兰恰恰在
稍微强硬的两个对手拉齐奥和
桑普多利亚面前完全遭遇碾
压，即便打卡利亚里和斯帕尔
这样的球队，进攻线依然难以
给出让人信服的表现，红黑军
团凭什么去竞争欧冠资格？

10月1日21:30
德甲第7轮

柏林赫塔VS拜仁
CCTV-5

根据《图片报》的统计，一
平一负、6轮仅积13分的开局是
拜仁自2010-2011赛季以来在德
甲中的最差开局。在那个赛季
中，多特蒙德获得了德甲冠军，
而拜仁仅有赛季初的一座超级
杯入账。而在本赛季的积分榜
上，拜仁的争冠形势也不乐观，
目前，拜仁在多赛一场的情况
下与多特同积13分，不过比对
手少4个净胜球。

意大利名帅自从夏季备战
就不断遭遇指责，先后输给AC
米兰与国际米兰，又在奥迪杯
中表现糟糕。本场比赛中，安切
洛蒂的临场指挥也不理想，直
到被扳平比分时，才换下“罗贝
里”组合。根据多家德国媒体的
消息，目前拜仁已经开始对安
切洛蒂不信任，有可能在冬天
就对意大利人下达逐客令。

10月1日23:30
英超第7轮

纽卡斯尔VS利物浦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整个九月份的比赛，利物

浦从来没有零封对手，对此主
帅克洛普也有些无奈，他表示
尽管自己能写一本关于防守的
教材，但是依然无法阻止球队
丢球。

回顾利物浦九月份的所有
比赛，他们只取得了上周末对
阵莱斯特城的一场胜利，其余
比赛非平即负，他们糟糕的防
守是导致其战绩不佳的最重要
原因。整个9月份一共5场比赛，
利物浦的丢球数达到了12个，
平均每场比赛丢球数为2 . 4个。

对于球队糟糕的防守，主帅
克洛普也非常无奈，他说：“事实
就是我们丢了很多球，这也让
我很无奈。我其实是很擅长调
教防守的，但是现在我们的防
守做得并不好。然而目前我们
还需要在防守上做得更好。”

10月6日02:45
世预赛欧洲区F组

英格兰VS斯洛文尼亚
PPTV

目前英 格 兰 队内年轻
球员很多，19岁的拉什福德
表示，“我希望我们可以在
一起踢很多年，我们现在做
的 只 是 个 开 始 。我 们 很年
轻，但我们的关系很融洽，
这能让我们在球场上表现
更好。我们可以努力做到更
多的事，这是球员和球迷们
共同的心愿。”

拉什福德曾参加过2016
年欧洲杯，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是明年的世界杯。“我不认为
2016年欧洲杯是很好的体验，
因为你永远不会想要输掉比
赛。但我希望我们可以从中学
习，并且在下一届大赛中做得
更好。这就是足球的意义，我
们想要让球迷们脸上露出笑
容，想要获得奖励，只要努力
工作就会有回报。”

10 月 8 日 02:45
世预赛欧洲区 A 组
保加利亚VS法国

PPTV
据《米兰体育报》统计，

如今的法国阵中拥有2名以
亿级身价转会的球员——— 博
格巴 ( 9 700万欧元 )、登贝莱
(1 . 45亿欧元)，而刚刚租借加
盟巴黎圣日耳曼的姆巴佩也
将在明年以1 . 8亿欧元的身
价被巴黎买断。再加上估价
达到1 . 4亿欧元的格列兹曼
以及9000万欧元的勒马尔等
人，法国队如今总的转会
身价估值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10 . 2亿
欧元。综合

10月7日02:45
世预赛欧洲区G组

西班牙VS阿尔巴尼亚
PPTV

只算本届世预赛的话，西
班牙队已经打进了32粒进球，
除去2粒乌龙球之外，其余30粒
进球由11名不同的球员打进，
西班牙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扮演
像梅西那样的角色，完成最后
的一击。进球的有科斯塔、莫拉
塔这样的前锋，也有拉莫斯、纳
乔这样的后卫球员。之前西班
牙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锋无力，
但是如今这一情况已经被大大
改善，科斯塔和莫拉塔都分别
打进了5粒世预赛进球，而其他
的中后场球员也能给锋线上提
供非常大的支持。

10月6日02:45
世预赛欧洲区F组

英格兰VS斯洛文尼亚
PPTV

目前英格兰队内年轻球员
很多，19 岁的拉什福德表示，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踢很
多年，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个开
始。我们很年轻，但我们的关系
很融洽。”

拉什福德曾参加过 2016
年欧洲杯，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是明年的世界杯。“我不认为
2016 年欧洲杯是很好的体验，
因为你永远不会想要输掉比
赛。但我希望我们可以从中学
习，并且在下一届大赛中做得
更好。这就是足球的意义，我们
想要让球迷们脸上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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