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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赛事推荐
卡帅不堪压力辞职

苏宁将与新帅签3年

近日，在名帅卡佩罗从江
苏苏宁下课的消息传回意大
利之后，意大利各大媒体也随
即跟进报道。其中，意大利名
记迪马济奥透露，卡佩罗是因
为不堪在苏宁的巨大压力而
选择辞职，作为他的继任者，
罗马尼亚人奥拉罗尤将会和
苏宁签约三年。

而据《米兰体育报》报道，
实际上卡佩罗在一周之前就
已萌生去意，他这几天一直待
在意大利。卡佩罗的代表目前
已经抵达中国，他将与苏宁高
层讨论、处理关于解约的后续
事宜。卡佩罗在去年夏天与苏
宁签订了一份至2018年年底的
合同，年薪为800万欧元。

意大利“天空体育”则表
示，卡佩罗离开苏宁帅位意味
着他将重新回到意大利国家
队的视线之中，蓝衣军团正在
寻找文图拉的替代者。 综合

亚洲俱乐部排名
鲁能升至第34位

著 名 足 球 数 据 网 站
《footballdatabase》近日更新了
世界俱乐部排行榜。恒大世界
排名上升13位，来到第118位，
亚洲排名重返前5，上港则升
至亚洲的第11位，距离亚洲前
10已经不远。

恒大双线取得4连胜，亚
洲排名则从第7名来到第5名的
位置。上港亚洲排名从第13位
升至第11位。

山东鲁能的亚洲排名均
有所提升，鲁能从第35位来到
第34位，国安则从第42位升至
第38位。广州富力的排名从亚
洲第55位跌至第62位，下滑了7
个名次。 综合

贝尔亲承：
有望登陆中超效力

中国杯的比赛已经落下帷
幕，威尔士巨星贝尔也已经启
程返回欧洲。不过，贝尔对中国
的印象似乎非常不错。根据英
国媒体《每日镜报》的消息，贝
尔甚至不排除未来前往中超效
力的可能，让人浮想联翩。

在被问到是否愿意登陆中
超效力时，贝尔回答说：“就未
来而言，我并不是很确定。而且
说实话，我没有考虑那么长远。
不过中国人对我很好，我敢肯
定，如果我来中国踢球，一定能
获得很好的待遇。”

最近一段时间，贝尔确实
频繁和中超传出绯闻。曾有消
息称，广州恒大在冬季转会接
触了贝尔。而近日又有西班牙
媒体指出，一家中超俱乐部开
出了高达1亿3000万欧元的报
价，向皇家马德里求购贝尔，并
且获得了皇马的认可。中超球
队能够提供给贝尔超常的薪资
待遇，剩下的就要看威尔士人
自己的决定了。

《每日镜报》还表示，由于
贝尔一直受到伤病的困扰，因
此不排除皇马在今夏将其兜售
的可能性。目前和贝尔有接触
的球队除了中超的买家，还包
括曼联和托特纳姆热刺，该如
何选择，需要贝尔决定。 综合

天津权健 VS 广州恒大
比赛时间：3月30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CCTV5+

关键词：卡纳瓦罗
2017赛季，恒大前任主帅卡

纳瓦罗带领升班马天津权健争
取到亚冠资格，但是卡纳瓦罗
并未留任，反而是重新回到了
恒大接过斯科拉里留下的帅
印。天津权健则在休赛期请来
了葡萄牙人保罗·索萨执教球
队，但是截止目前索萨并未能
让权健球迷满意，不仅亚冠赛
场表现不稳定，而且联赛中也
分别输给了北京人和与天津亿
利两支实力弱于自己的对手。

卡纳瓦罗率领2连胜的恒大
做客权健主场，不知权健球迷
是以掌声还是以嘘声迎接这位
把球队带进亚冠的“前任”。

河南建业 VS 大连一方
比赛时间：3月31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舒斯特尔

前三轮联赛拥有卡拉斯科
和盖坦的大连一方在马林的率
领下取得三连败，马林被迫下
课，一方请来了前皇马主帅舒
斯特尔。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一
方就要奔赴郑州面对河南建
业，虽然受限于双方实力比赛
并不会激烈，但是很多球迷都
在期待舒斯特尔究竟能给大连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卡拉斯科
这样的巨星能否融入球队战术
体系？

虽然大连一方是升班马，
但是由于万达集团的入主，大
连一方在本赛季的资金投入上
丝毫不输其他球队，保级是一
方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山东鲁能 VS 贵州恒丰
比赛时间：4月1日15：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连胜or连败

一边是开局三连胜状态正
火的山东鲁能，一边是开局3连
败的贵州恒丰，而且鲁能将会
坐镇主场，本场比赛究竟是鲁
能豪取4连胜还是贵州恒丰终结
连败值得关注。

赛季开始前，李霄鹏是各
方预测的最有可能中途下课的
主帅，但是李霄鹏偏偏带领球
队3连胜。反而是曼萨诺这位上
赛季成功带领贵州保级的名帅
本赛季遭遇到了下课危机，一
旦贵州继续连败，恐怕曼萨诺
将会成为中超联赛本赛季继马
林和卡佩罗之后第三位下课的
主教练。

江苏苏宁 VS 天津亿利
比赛时间：4月1日19：3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奥拉罗尤

与大连一样，苏宁同样更
换了主帅，奥拉罗尤接替卡佩
罗执教苏宁，罗马尼亚人能否
尽快熟悉球队是关键问题。

尽管对方经历换帅问题，
但是天津亿利更惨，近日足协
作出判罚，天津亿利主教练施
蒂利克因在赛后向主裁判抗议
做出非体育道德行为，而被禁
赛5场。因此，新帅上任的江苏苏
宁反而不用过于担心主教练问
题，毕竟“有总比没有强”。

记者 魏露

上上赛赛季季间间歇歇期期后后战战绩绩：：鲁鲁能能44场场不不败败 贵贵州州44战战皆皆负负

U23是鲁能最大优势

山东鲁能：

“遇弱不强”帽子要摘掉

从前3轮比赛来看鲁能和恒
丰的实力差距不言而喻，从双方
球员实力对比上贵州恒丰与山东
鲁能也有一定距离。

然而上赛季双方两次交手，
鲁能却只拿到1分，反而在主场被
贵州逼平，在客场更是被贵州以
3：0击败，输掉了争夺亚冠资格的
关键一役。事实上鲁能在上个赛
季面对弱队时总是莫名其妙的丢
分，球队因此被戴上了“遇弱不
强”的帽子。上赛季，鲁能排名联
赛第6，在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10
支球队时，鲁能取得9胜7平4负的
战绩，这20场比赛总共丢了19分，
曾输给恒丰、建业、重庆和苏宁，
也曾被延边这样的降级球队两度
逼平。

本轮面对3连败的贵州恒丰，
不仅是球队取得4连胜的机会，同
时也是球队摘掉“遇弱不强”帽子
的好时机。2017赛季，中超联赛一
共有4个间歇期，在4次间歇期后
的4场比赛中，鲁能取得了2胜2平
的成绩；而贵州恒丰4场比赛全部
告负。本赛季第一次间歇期面对
贵州恒丰，鲁能有望延续良好的
状态。

贵州恒丰：

“二年级魔咒”笼罩球队

当中甲球队升入中超的第一
年里，升班马往往能出人意外的
在第一年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
到了第二年，升班马往往会遇到
所谓的“二年级魔咒”。

2015赛季石家庄永昌升入中
超，第一个赛季便取得第七名的
佳绩，然而2016赛季石家庄永昌
便排名末尾降级中甲。同样在这
个赛季，刚升入中超的延边富德
取得联赛第9的成绩，2017赛季同
样到了中超第二年的延边富德整
个赛季只取得5场胜利与辽足一
起降级。贵州恒丰作为上赛季取
得联赛第8名的升班马球队，本赛
季贵州同样遇到了“二年级魔
咒”，开局三连败的贵州也成为了
热门降级球队。

第四轮面对鲁能，贵州并没
有太大胜算，因为球队核心人物
耶拉维奇本场比赛依旧不能上
场。要知道上赛季贵州之所以面
对鲁能取得4分耶拉维奇居功至
伟，贡献了球队5粒进球的3粒，耶
拉维奇不能出场对于贵州是很大
的打击。相反，鲁能前三轮外援表
现出色，尤其是塔尔德利更是三
场比赛打进5粒进球。

U23观察：

鲁能甩出贵州几条街

从实力对比上看，山东鲁能
要占据一定优势，但是鲁能最大
的优势不是外援，而是U23球员。
U23新政下，鲁能U23球员的发挥
将对球队战绩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场比赛，鲁能U23出场人
次达到10人，是16支球队中U23出
场人次最多的球队。这10名U23共
为鲁能出场480分钟，其中首发球
员出场435分钟，这两组数据皆位
列联赛前二，仅次于江苏苏宁。

反观贵州，每场比赛U23首
发人次都刚到足协规定的1次。
U23总出场时间和首发球员出场
时间分别为218分钟和189分钟，
两项数据都不到鲁能的一半。

尽管鲁能U23没有取得助攻，
但是姚均晟等人都具有首发球员
的实力。间歇期间，U23国家队与
叙利亚U23的热身赛中，鲁能球员
表现极为出色，尤其是姚均晟打
进一粒精彩的世界波进球。从前3
轮比赛看，本场比赛鲁能U23首发
依旧会是姚均晟和刘洋，同时不
排除李霄鹏安排第三名U23首发
的可能性。而贵州很可能延续“1+
2”的方式，即1名U23首发，最后时
刻两名U23替补登场。

山东鲁能：马加特夸赞李霄鹏
近日，马加特接受了德国媒

体《Vorarlberger》采访，他认为中
国足球的问题是缺少优秀年轻球
员，也对弟子李霄鹏执教鲁能后
的表现感到欣慰。

2016赛季，马加特中途出任鲁
能主帅并带队成功保级。上赛季，
马加特带领鲁能一度有希望打进
亚冠联赛，但在最后关键时刻未
能顶住压力，无缘亚冠联赛资格。
尽管马加特得到了球迷的认可，

但鲁能还是决定换帅，德国人也
就此离开济南。

目前鲁能主帅李霄鹏曾经辅
佐过马加特，本赛季鲁能三连胜，
这让马加特也很开心：“我在鲁能
的时候，霄鹏是最谦虚的一位助
教，俱乐部高层也多次强调，希望
能够多培养这位本土教练，事实
证明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现
在的中国足球就缺他这样的人，
如果他能够继续保持下去，鲁能

今年的成绩一定会比我之前的还
好，这群我带过的球员，我了解他
们。他们配合越来越默契。”

“霄鹏也经常和我联系，我临
走前，鲁能高层也跟我谈了接下
来的合作情况，我可以做鲁能未
来的技术顾问，我现在赋闲在家，
还想做一些足球公益上的事，能
够为中国足球带来进步，是我的
荣幸。他们对足球的热爱打动了
我。”马加特回忆到。 综合

贵州恒丰：副市长为球队鼓劲
3月26日下午，贵阳市副市长

王玉祥及市体育局相关领导来到
贵阳奥体中心，看望正在训练的
贵州恒丰足球队，为贵州恒丰全
体将士们加油鼓劲。

他说：“一路走来，贵州恒丰
足球俱乐部不仅为4000万贵州人
民带来了一次次惊喜跟感动，更
是为475万贵阳父老乡亲争得了
荣誉。虽然今年前三场比赛成绩

不理想，但输赢很正常，我相信大
家能够总结经验，只要勤思考、勤
研究、勤努力，一定能取得后续比
赛中奋进的精神动力，收获好的
结果。贵阳市委、市政府一定会下
大力气去支持贵州体育、支持贵
州恒丰。”

贵州恒丰队即将迎来本赛季
首个客场对手山东鲁能泰山，王
玉祥副市长表示说：“尽管对手

(山东鲁能泰山)是一支强队，但只
要我们精诚团结，贵州恒丰能战
胜任何对手！衷心祝愿大家打出
水平，打出威风，为贵阳人民争
光！”尽管鲁能是以三连胜迎战三
连败的贵州，但是球队需要小心
对方，因为对方肯定会以破釜沉
舟的态势来面对这场比赛，稍有
不慎很可能被对方在客场取分。

综合

□记者 魏露

度过第一个间歇期的中超将开始第4轮的比赛。4月1日，开局三连胜的山东鲁能将在主场迎战开局
三连败的贵州恒丰。对于鲁能来说，这场比赛是球队摆脱上赛季“遇弱不强”帽子的好时机。对于贵州来
说，势必要全力避免4连败。但是上赛季4次间歇期后的首场比赛贵州全部落败，而鲁能则是2胜2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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