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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带帽”助阿根廷出线

23队成功晋级 世界杯还剩9席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上

午，2018俄罗斯世界杯预
选赛在全球范围内又结束
多场交锋。在11日结束的
世预赛南美区与中北美地
区的比赛中，阿根廷逆转
厄瓜多尔，巴萨球星梅西
打进3球以一己之力将球
队带入了俄罗斯世界杯。
目前已有23支球队获得世
界杯决赛圈入场券，剩余9
个名额将在11月份决出。

欧洲区

晋级球队：俄罗斯 (东道主 )、法
国、葡萄牙、德国、塞尔维亚、波
兰、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冰
岛
附加赛球队：瑞典、瑞士、北爱尔
兰、爱尔兰、丹麦、意大利、希腊、
克罗地亚

根据本届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赛的规则，54支球队首先被分
在了9个小组。经过主客场双循
环的10轮交锋后，每个小组的第
一名将直接获得世界杯决赛圈
的入场券。9个小组的第二名再
进行横向比较，成绩最差的一支
球队遗憾出局，剩余8个成绩较
好的第二名球队将通过抽签进
行两回合的对决，决出最后4个
晋级名额。

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附加
赛的抽签将在北京时间10月17日
晚20时进行，8支晋级附加赛的球
队将根据前一天公布的国际足
联国家队排名划分种子队和非
种子队。积分排名靠前的4支球
队将成为种子队，分别抽签对决
4支非种子队。

南美区

晋级球队：巴西、乌拉圭、阿根
廷、哥伦比亚
附加赛球队：秘鲁

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
共有10支球队参加，进行主客场
双循环赛，最终成绩排名前四的
球队直接进军世界杯决赛圈，而
第五名将和大洋洲区的第一名
进行主客场两回合对决，争夺一
个晋级名额。

巴西通过一波连胜提前锁
定头名，他们也是全球第1支通
过预选赛晋级的球队。乌拉圭战
绩相对稳定率先锁定前4，剩下
2 . 5个席位的争夺相当白热化。阿
根廷多次换帅战绩糟糕，最后一
轮前仅排名第6。关键时刻梅西

站出来上演帽子戏法，帮助阿根
廷3：1逆转厄瓜多尔，以第3名晋
级。秘鲁则依靠净胜球优势力压
智利排名第5，获得附加赛资格。

亚洲区：

晋级球队：伊朗、韩国、日本、沙
特阿拉伯
附加赛球队：澳大利亚

本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共分为4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
结束后，决出12支球队参加第三
轮的比赛，12强分成两个小组，
每组6支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
赛，每组前两名拿到世界杯决赛
圈入场券，两个小组的第三名进
行两回合对决，胜者将和中北美
及加勒比地区的第4名再进行两
回合附加赛，最终争得一个晋级
名额。

中国队也进入了第三阶段
的12强赛角逐，但最终只获得A
组的第五名，无缘俄罗斯世界杯
决赛圈。获得两个小组第三的叙
利亚和澳大利亚进行两回合交
锋，结果两场比赛均战成1：1平，
加时赛中卡希尔头球制胜，澳大
利亚总分3：2淘汰叙利亚，他们
将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第4
名洪都拉斯争夺一个世界杯参
赛席位。

非洲区

晋级球队：尼日利亚、埃及
本届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

共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
结束后，有20支球队进入第三阶

段，他们被分为5个小组，每组4
支球队。各小组进行主客场双循
环赛，每组第一名获得俄罗斯世
界杯决赛圈入场券。目前只有非
洲区还未进行完世预赛的小组
赛阶段。最终的晋级名额要等11
月份第三阶段的小组赛进行完
才能明晓。

截止10月11日，非洲区预选
赛第三阶段已经战罢5轮。其中B
组的尼日利亚和E组的埃及已经
锁定小组第一，提前获得世界杯
入场券。

大洋洲区：

附加赛球队：新西兰
本届世界杯大洋洲区预选

赛共分为3个阶段，在第三阶段6
支球队分两组进行主客场双循
环赛，最终新西兰和所罗门群岛
获得各组头名，而在随后的两回
合比赛中，新西兰客场2：2战平，
主场6：1大胜所罗门群岛，最终
成为大洋洲区的代表，他们将和
南美区第五名球队争夺一个晋

级名额。

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晋级球队：墨西哥、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附加赛球队：洪都拉斯

本届世界杯中北美及加勒
比地区的预选赛共分为5个阶
段，前4个阶段之后，共有6支球
队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他们将进
行主客场双循环赛，最终积分排
名前三的球队直接晋级，第四名
将和亚洲区的第五名进行两回
合交锋争夺一个晋级名额。

最后一轮赛前，美国打平即
可晋级世界杯。然而面对积分垫
底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客场作
战的美国最终1：2告负。由于身
后的巴拿马在最后一轮2：1逆转
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主场3：2
逆袭墨西哥，两队最终携手把美
国挤到第5位，洪都拉斯获得附
加赛机会，他们将迎战亚洲区的
球队澳大利亚。

腾讯体育

中超焦点赛事推荐
恒大 vs 富德
时间：10月13日19：35
直播平台：CCTV5 PPTV
看点：恒大接连在足协杯和亚
冠赛场被上港淘汰出局，如果
不能保住联赛冠军，恒大这个
赛季就是彻底失败的。延边富
德长期身处降级区，面对实力
强大的恒大，球队期待着创造
奇迹。

开新 vs 上港
时间：10月14日15：30
直播平台：上海体育
看点：辽宁足球若想避免降级，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拿下每一场
比赛。上海上港目前面临着三
线作战的压力，联赛还剩4轮的
情况下球队还有机会反超恒
大，前提就是球队自身不能犯
错误。

权健 vs 鲁能
时间：10月14日19：35
直播平台：山东体育
看点：本轮最受关注的一场焦
点战役，权健和鲁能分列积分
榜4、5名，这场比赛的结果将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亚冠名额
最终的归属。巧合的是，两支队
伍近来的状态都十分不好，权
健经历了两连败，鲁能更是经
历了5轮比赛只拿4分的尴尬。

申花 vs 亿利
时间：10月15日19：35
直播平台：上海体育
看点：申花目前已经无需担心
保级问题，联赛已经成为了备
战足协杯决赛的热身赛。而天
津亿利仅高出降级区3分，此外
由于之前天津德比被曝出假球
传闻，足协杯在本场比赛也会
派出调查人员跟随亿利奔赴上
海观战。

山东女足无奈降级
10月8日下午，山东女足坐

镇省体主场迎战河北华夏幸
福，最终双方1：1踢平，这样的
比分无疑宣告着山东女足以
积分榜最后一名从女超联赛
降级到甲级，而对手河北队则
获得附加赛资格。

本场比赛赛前，山东女足
主帅、昔日泰山队快马唐晓程
呼吁广大球迷到场助威，比赛
现场虽然下着淅淅沥沥的冷
雨，依然有很多球迷打着雨伞
到场为姑娘们助威。

通过比赛过程来看，山东
女足确实有不少进球机会，一
直压制对手，甚至不乏单刀
球。下半场比赛中，主帅唐晓
程连续调兵遣将，试图撕破对
手防线，比赛还剩下14分钟的
时候，河北队反而破门得分，
山东女足随后获得一粒点球
并打进，最终双方1：1握手言
和。山东女足与对手的直接胜
负关系中不占优，惨遭降级。

2015赛季，山东女足在著
名教练殷铁生的带领下不仅
冲超成功，还获得了女甲联赛
冠军、全国女足锦标赛冠军、
女足超霸杯冠军“三冠王”；
2016赛季，山东女足在女超联
赛中最终获得第四名；2017赛
季，山东女足14战1胜4平9负进
10球丢28球积7分，排名倒数第
一，惨遭降级。 大众网

国庆“加班”鲁能盼走出阴霾
□见习记者 魏露

国庆假期，在主帅马加特的
要求下，山东鲁能全体队员选择

“加班”。在经历了近5轮联赛只
拿4分的尴尬后，鲁能希望通过
放弃假期换来一张亚冠门票。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鲁
能第一次放弃假期，赛季前的冬
歇期间马加特就带领球队进行
加练，开赛后鲁能豪取三连胜；
随后的间歇期间马加特带领球
队去阿联酋进行拉练，球队再次

取得连胜。
前两次“加班”都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不知道这次能否助鲁
能走出低谷。

本周六晚，鲁能将奔赴天津
客战权健，权健目前在积分榜上
领先鲁能2分排在第四，这是一
场名副其实的“6分战”，任何一
方失败都将基本上告别下赛季
的亚冠争夺。

在鲁能接连丢分的几场比
赛里，3名外援中仅有佩莱在富
力门将脱手的情况下打进1球，

不仅西塞状态不在，赛季初11场
比赛打进10球的塔尔德利也不
能用进球帮助球队。

马加特也意识到进攻上的
问题，所以在休赛期进行了一些
热身赛，西塞则在比赛中梅开二
度。也希望西塞的状态能延续到
接下来的联赛中，因为下一场对
阵权健塔尔德利能否出战还是
一个未知数，休赛期塔尔德利跟
随巴西队征战世预赛，预计本周
五抵达济南。

佩莱、西塞的状态不佳与鲁

能的球员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球
队缺乏一个强力的中场球员来
搭档蒿俊闵为前锋输送炮弹并
不断的冲击对方后防线。尽管马
加特有意识的将塔尔德利放在
靠后的位置，但毕竟不是他熟悉
的打法。

完成帽子戏法的梅西（右）在和队友庆祝进球。

日期 对手 主客

10 . 14 天津权健 客

10 . 20 辽宁开新 主

10 . 29 贵州智诚 客

11 . 4 华夏幸福 主

山东鲁能后四轮赛程

排名 国家 次数

1 巴西 20

2 德国 18

3 阿根廷 16

4 墨西哥 15

5 法国 14

5 西班牙 14

5 英格兰 14

8 比利时 12

8 乌拉圭 12

10 瑞典 11

世界杯参赛次数排名

C 罗和梅西两人将在 2018 年世界杯上各自为国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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