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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焦点赛程推荐
山东鲁能 vs 辽宁开新
比赛时间：10 月 20 日 19：35
直播平台：CCTV5
比赛看点：山东鲁能已经彻
底失去了亚冠资格争夺的
主动权。现在球队即使后3
场比赛全胜也不能确定下
赛季的亚冠参赛资格。辽宁
开新同样需要看别人的脸
色。目前辽足位列积分榜最
后一位，即使3场比赛全胜，
也不能确定让球队避免降
级的窘境。

延边富德 vs 河南建业
比赛时间：10月21日15：30
直播平台：PPTV
比赛看点：延边富德在积分
榜上已经落后倒数第三的
亿利多达6分，作为本赛季
的升班马，延边很可能重回
中甲联赛。而河南建业只要
拿下这场比赛就可以提前2
轮保级成功，因此建业肯定
会抱着拿下3分的目标奔赴
延边。

天津权健 vs 华夏幸福
比赛时间：10 月 21 日 19：35
直播平台：CCTV5+
比赛看点：华夏幸福从下半
程开始突然爆发，已经取得
了近8轮不败的战绩，并且
在积分榜排名第三。不过由
于最后三场比赛分别对阵
权健、恒大和鲁能，球队也
不敢大意。天津权健最近3
场比赛不胜，身后又有鲁能
和富力虎视眈眈，因此这场
比赛对于权健来说也至关
重要。

天津亿利 vs 北京国安
比赛时间：10月22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比赛看点：天津亿利凭借最
近的3连胜已经成功上岸，
本场比赛只要能取得胜利
就可能提前2轮保级成功。
不过近来状态不佳的北京
国安并不一定“成人之美”。
客场作战的国安也成为了
辽足和延边两支东北队伍
保级的最后希望。

广州恒大 vs 贵州智诚
比赛时间：10月22日19：35
直播平台：CCTV5
比赛看点：由于恒大领先上
港6个积分并且在对阵上港
的两回合比赛中取得了1胜
1平的战绩。因此，只要本轮
在主场拿下已经“无欲无
求”的贵州智诚，广州恒大
就可以提前2轮获得本赛季
的中超冠军。

记者 魏露

鲁能一顽疾不解 打进亚冠又如何

专访《足球经理》作者
徐兴君：足球问题具有社会性

排名 球队 积分

1 广州恒大 61

2 上海上港 55

3 华夏幸福 49

4 天津权健 45

5 山东鲁能 43

6 广州富力 43

13 江苏苏宁 26

14 天津亿利 25

15 延边富德 19

16 辽宁开新 18

中超积分榜(截至 27 轮)

6轮只进3球

鲁能战术已被吃透

近6轮比赛只取得5分，这样
的鲁能与赛季初的强势截然相
反。从比赛过程看，强硬的防守
是鲁能不曾大败的基础，然而进
攻端的停滞却是球队亟须解决
的最大问题。

从下半程联赛开始，争取一
个亚冠名额成为了鲁能唯一的
目标。然而与其他几个竞争对手
华夏、权健和富力相比，鲁能进
攻端的表现却惨不忍睹。不仅球
队总进球数排在四支队伍的倒
数第二，而且在关键的排名之争
中，华夏近6轮打进11球，权健近6
轮打进7球，富力近6轮打进9球。
鲁能则只打进3球，其中佩莱打
进2球，张驰打进1球。

相比之下，球队进攻端明显
出了问题，尽管马加特多次调整
阵容，但是比赛中依旧难以靠进
攻打破僵局。

此外鲁能近来接连失分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球队进攻
端的变化太少，这与主教练马加
特的战术思想不无关系。

上半程联赛鲁能尚能通过
强硬的防守位列前三，然而到了
下半程，很多球队已经摸清了马
加特的进攻套路。在之前主场被
延边逼平的比赛结束后，对方球
员池忠国就表示，他们在赛前就
已经通过观看对手的集锦布置
了针对性的防守。

确实，马加特缺乏进攻端的
变化，球队进攻端依靠单一的角
球和定位球战术，这种战术在被
对手摸清并采取针对性防守以
后很容易陷入僵局。

4队竞争亚冠

上海德比成关键

从目前的积分榜上来看，对
下赛季亚冠资格还有竞争希望

的也就剩下华夏、权健、鲁能和
富力4支队伍。华夏有明显的积
分优势，但在后三轮比赛中却要
分别面对恒大、权健和鲁能3支
强队；权健则需要面对华夏、辽

足以及恒大；而另外两支队伍鲁
能和富力的赛程相对比较轻松，
因此最终的排名形势依旧扑朔
迷离。对于山东鲁能来说，接下
来的三个对手分别是辽足、智诚
和华夏。其中辽足在上一轮对阵
上港的比赛中打进3球，鲁能如
果需要取胜就必须打出比对方
更惊艳的进攻表现；贵州智诚尽
管无欲无求，但依旧是一个难啃
骨头；如果前两轮比赛能取胜拿
分，那么收官战对阵华夏或许成
为鲁能的生死一战，否则最后的
收官之战将会成为其他队伍争
夺亚冠的陪衬。

2018赛季亚冠联赛参赛席位
的分配将由2017年11月份时各成
员协会联赛积分和成员协会国
家队积分合并组成。鉴于今年中
超球队在亚冠赛事中的优秀表
现以及国足排名的提升，中超联
赛征战2018亚冠赛季的名额有望
从“2+2”变为“3+1”，“3+1”也就意
味着3个亚冠正赛名额以及一个
入围赛名额。

不过无论能否变成“3+1”，
各支队伍依然会为了争得一个
亚冠名额在联赛中杀的头破血
流。根据规定，足协杯冠军会自
动获取一个亚冠正赛名额，而决
赛的两支队伍里上海上港不出
意外会凭借联赛第二的排名获
得一个入围赛名额。因此，如果
上港在足协杯决赛的“上海德
比”中战胜上海申花，那么上港
的入围赛名额则会落到联赛第
四的球队身上。所以说，尽管鲁
能杀入联赛前三的希望渺茫，但
是只要能在最后三轮中努力升
到第四的位置，就有可能获得一
个亚冠入围赛名额。

隔记者 魏露

中超联赛第27轮“津鲁大战”，一场事关亚冠资格争夺的排名
战，山东鲁能又一次以平局收场。似乎鲁能离亚冠名额已经越来越
远，回想赛季初期鲁能大杀四方，强势登顶联赛榜首，现如今不由
得令人唏嘘。不过相比于亚冠名额争夺中的被动，有一个问题才是
鲁能更应该重视的。那就是进攻端的失常，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阻
碍鲁能更进一步的顽疾所在。此顽疾不除，即使本赛季鲁能侥幸拿
到了亚冠参赛资格，那么球队也很难在竞争更加激烈的亚冠赛场
中更进一步。

鲁能进攻端的停滞与马加特不无关系。

2017年8月份，山东城市传媒
集团和济南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长
篇小说《足球经理》，该作品客观
的反映了中国足球近年来的风雨
历程，短时间内就受到了很多业
内人士的高度认可。

作者徐兴君曾长期在山东鲁
能泰山俱乐部工作，其作品有报
告文学《风雨泰山路》、《中国足球
改革十谈》等。《足球经理》作为一
部具有虚构成分的小说题材作
品，其中有多少情节是中国职业
足球的真实反映、作者又是怎么
看待中国足球近年来的发展？对
此，本刊记者对作者徐兴君进行
了专访。

《近报》：您在职业足球俱乐
部工作了十几年之久，以小说的
形式来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您在
什么时候萌发出的想法？

徐兴君：首先，文学是我的爱

好，在接触足球工作之前就尝试
着发表过一些作品。后来由于工
作很少动笔，现在尽管离开了俱
乐部，但是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让
我对足球有了特殊的情感，足球
给了我太多，已经成为了我的一
种信仰。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
对十几年俱乐部工作的总结，自
然而然就写出了这部小说。

《近报》：《足球经理》发行以
后收到了包括足球工作者、媒体
工作者和众多业内人士的好评，
那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猜想
过发行之后的读者反映情况？

徐兴君：关于这部作品框架
的构思，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
创作之初就有人告诉我应该以

“假赌黑”为主线去写，只有这样
才能迎合读者的需求。但是从我
13年的工作经历来看，“假赌黑”
绝不是中国足球的主流。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经历找出中国足球的
价值所在，中国足球需要大家的
鼓励和支持。

《近报》：您希望关注足球的
读者在观看《足球经理》这本小说
的时候能对中国足球产生怎么样
的一种认识？

徐兴君：足球是社会的标志，
通过足球能反映出社会的一种高
度，足球的改革与社会改革具有
相通性，足球的问题应先从社会

的角度来考虑。
中国足球出现了问题，社会

上出现了太多批评的声音，而很
多批评都是不负责任的。当那些

“键盘侠”在批判中国足球的同时
却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足球，这种
现象不只是中国足球的问题，而
是我们社会的问题。

《近报》：小说不可避免的要
虚构一些东西，但是您这部作品
很大程度上又比较贴近现实，您
觉得虚构的情节在这部作品中有
着多大的占比？

徐兴君：这部作品是基于我
的真实工作经历，作品主人公李
长军的形象塑造则是综合了我十
几年来对于足球的认识。讲到比
例有些困难，不过用一句话可以
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总结：这部作
品的人物是虚构的，情感是真实
的，又加上了我所经历过的一些
真实情节。

《近报》：您在泰山俱乐部工
作过十几年之久了，最后希望您
谈一下中国足球经过近些年的改
革与您当年工作时相比有什么明
显的变化？

徐兴君：首先，中国足球市场
还没形成一种合力，也没有一个
良好的基础，过于重视考核的教
育体系制度并不适合体育事业的
发展。

其次，中国足球近些年的改
革凸显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
是缺乏对足球运动规律的科学把
握，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足球价
值体系。

中国足球目前的状态类似于
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蜂起的
阶段。改革之初，足球市场体现出
的是和乡镇企业一样求生存、求
利润的思想，足球俱乐部投资者
考虑的是如何让球队生存下来。
现如今，尽管足球市场在不断变
大，但是中国足球的价值体系还
未形成，各家俱乐部最看重的是
成绩，成绩好了可以掩盖所有的
问题。

中国足球近些年在改革上
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
于缺乏对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
使得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并
没有因此缩小。不过就像之前说
的那样，足球是社会的标尺，足
球存在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责任。

中国足球的改革就像社会
改革一样在不停的坚持，因为我
们不应该过于悲观，而是要以发
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足球，当有
一天中国足球达到一个新高度
时，我们的社会也必定迈入了一
个新时代。

记者 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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