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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第五轮
焦点赛事推荐

广州富力 VS 江苏苏宁
比赛时间：4月6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奥拉罗尤 扎哈维

联赛第三轮战罢，江苏苏
宁宣布主教练卡佩罗下课，罗
马尼亚人奥拉罗尤走马上任，
新教练带队的第一场比赛江
苏苏宁就在主场以2：1击败天
津泰达取得3分。

不过第二场比赛客场面
对广州富力，奥拉罗尤将会迎
来挑战，上赛季的中超金靴扎
哈维在前4轮表现依旧抢眼，4
场比赛打进6球效率极高，如
何限制扎哈维是奥拉罗尤应
该考虑的主要问题。

北京国安 VS 天津泰达
比赛时间：4月6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巴坎布 连胜
休赛期国安大手笔引进

巴坎布和比埃拉等人，虽然联
赛首轮客场大比分输给山东
鲁能遭遇开门黑，但是此后三
轮比赛国安及时调整状态，取
得3连胜，目前北京国安在积
分榜上以3胜1负的战绩与恒
大、鲁能、富力同居积分榜第2
的位置。

本轮主场面对天津泰达
国安势必要趁势争取4连胜，
保持积分榜靠前的位置优势。
国安新援巴坎布在经历了4轮
联赛以后逐渐熟悉了中超赛
场，本场比赛仍是国安进攻端
的主要武器。由于主教练施蒂
利克依旧处于禁赛期(第三轮
因侮辱裁判被禁赛5场)，泰达
在京津德比中将会极为被动。

北京人和 VS 上海申花
比赛时间：4月8日15：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马丁斯

随着亚冠第5轮主场2：2
战平鹿岛鹿角，上海申花成为
中超BIG4中第一支提前告别
亚冠赛场的球队，亚冠小组赛
最后一场将会成为申花的正
名之战。

更令申花伤心的是，球队
外援马丁斯在比赛中受伤离
场，队内曹赞定、李建斌、毕津
浩和张璐等多名球员均有伤
在身。双线作战的申花可谓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球队接下来
将会全力征战联赛，避免出现
此前鲁能和苏宁同样的尴尬。

北京人和上轮在北京德
比中被老大哥国安痛击，球队
急需在主场找回信心。

河南建业 VS 上海上港
比赛时间：4月8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5连胜

上赛季志在争冠的上海
上港在亚冠和中超以及足协
杯均铩羽而归。本赛季联赛前
4轮，上海上港取得4连胜独居
积分榜榜首，成为了目前夺冠
赔率最高的球队。此番客战河
南建业，佩雷拉势必要争取5
连胜巩固联赛榜首的优势。

河南建业上一轮在主场
被大连一方逼平，本赛季的目
标依旧是保级为主，面对实力
强大的上港，建业的目标将会
是争取拿分。 记者 魏露

客战恒大3平4负

鲁能要“拼”

此番客场对阵恒大对于鲁能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困难，因为以
往联赛中鲁能7次做客天河体育
场只取得了3平4负的成绩。

2011年恒大升入中超，卫冕
冠军鲁能首次做客天河体育场便
以0：2落败，2012赛季2：3再次失
利。在此后的3个赛季中鲁能客场
对阵恒大的战绩虽有所好转，也
只是连续三场取得平局。2016赛
季，鲁能在天河以0：4的悬殊比分
输给恒大，2017赛季鲁能以1：2的
比分第四次在客场输给恒大。

从以往的客场战绩来看，在
天河取分对鲁能来说不可谓不艰
难。虽然恒大中超霸主的地位有
所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双
方无论是外援还是国内球员都有
不小的实力差距。站在鲁能的角

度来看，本场比赛鲁能唯有一
“拼”，只有全力去拼，才有可能战
胜实力强过自己的对手，这也是
以弱打强最实用的战术之一。无
论是面对国安还是华夏，积极拼
抢都是球队取胜的重要武器。

此外，鲁能在上一轮联赛中
被贵州“痛打”一顿，球队士气难
免会有所波动，三连胜的状态已
然不再。面对恒大，鲁能需要通过
场上积极的拼抢跑动去找回状
态，提升士气。当球队在场上展现
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以后，主场失
利的阴霾才能尽快散去。

外援搭配可做调整

教练要“变”

第四轮鲁能爆冷输给贵州恒
丰，就是因为曼萨诺太过于熟悉
鲁能的进攻套路，无论是执教申
花时期还是上赛季主场3：0大胜
鲁能，曼萨诺总能制定出针对性

的战术。2017赛季，鲁能前半程稳
居前三，但是后半程球队战术打
法已经被各队熟悉，而马加特却
没有在进攻端做出足够的应变，
导致球队“高开低走”。

第四轮对阵贵州的比赛，鲁
能主场的看台上来了一批特殊人
员，近10名恒大教练组成员在看
台上仔细观察鲁能的打法，并且
频频露出笑容。想必是对于鲁能
的战术打法已然有了应对之策。

李霄鹏作为中超教练界的
“新秀”，上任之初保留球队一贯
的战术打法可以理解为求稳，但
是眼下，李霄鹏需要求“变”。从上
轮比赛鲁能0：2输给贵州来看，鲁
能需要在进攻端做出改变。前4轮
鲁能锋线一直是佩莱搭档塔尔德
利，取得了不错的进攻效果，但鲁
能的进攻不能总是依靠于一个阵
容。一味的坚持一个阵容总会被
对手找出限制的办法。西塞搭档

佩莱是一种选择，西塞搭档塔尔
德利也是一种选择，不同的阵容
搭配可以打出不同的配合。

足协设责任人制度
违规或致老总下课

据《足球报》的消息，足协向
各家俱乐部下发通知，要求落实

“第一责任人”制度。
足协下发通知，要求各俱乐

部推出“第一责任人”制度，第一
责任人为各俱乐部的董事长或
者总经理，并且与所属俱乐部签
订正式的工作合同。若涉及到第
一责任人、俱乐部和俱乐部个人
(官员+球员)违规，第一责任人都
要承担连带责任，而且会采用评
分制度。

比如球队在单场比赛中得
到5张黄牌，第一责任人将被扣1
分，每场再多1张黄牌，将多扣1
分，直接红牌同样被扣1分。如果
有球员被足协追加停赛处罚，停
赛1场扣1分，停赛6场(含)以上则
扣10分，球员禁赛按月处罚，停
赛3个月以上的将被扣20分，而且
停赛处罚也适用于工作人员。

在满分为100分的情况下，足
协对第一责任人违规的处罚办
法，分为四个等级：一、约谈(累计
扣15分)；二、通报批评(累计扣30
分)；三、强制参加培训(累计扣45
分)；四、如果第一责任人被扣分
累计到6 0分，足协向投资人建
议，终止与俱乐部的聘任合同。

综合

广州恒大：

亚冠又见末轮决战 联赛遭遇魔鬼赛程

鲁能球员成源这些天的心
情非常复杂，好不容易在上一轮
中超联赛打入处子进球，还被视
频裁判吹掉。

成源在山东鲁能已经出道
多年，跟成源一批出来的刘彬
彬、吴兴涵、王彤都已经是中超
名将了。只有成源至今在鲁能无
法站稳脚跟踢上主力。

这样的处境跟成源本身踢
的中锋位置有关系，中锋在中超
都是由外援把持主力。国产中锋

要想在这个位置上踢上主力，难
度可想而知了。

上一轮联赛是成源难得一
次在中超亮相，鲁能派他上场目
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利用成源在
中锋位置的冲击力来帮助球队
进球。成源上场之后表现也非常
积极，曾经给塔尔德利送出一脚
绝妙单刀。塔尔德利舒服拿到球
直接面对智诚队门将张思鹏，他
一脚软绵无力的射门被张思鹏
轻松化解。另外成源在禁区混战

中打入一球还被吹为无效。可以
说成源整体表现是可圈可点，唯
一欠缺的是运气。

现在球队主力中锋佩莱，明
显在门前的射门感觉一般，好多
边路传中都送到了佩莱脑袋了，
这位超级中锋却始终转化为进
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
虑试试让成源踢中锋，西塞顶替
佩莱位置上场。这样也能为球队
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

综合

山东鲁能：

本土中锋首秀抢眼 未来或可搭档西塞

4月4日，亚冠小组赛第5轮，
恒大又被苦主武里南联逼平，让
恒大提前出线的美梦破碎。没能
拿下这场关键战役，对于恒大来
说教训也颇为惨痛。

末轮比赛里，恒大需要在主
场同大阪樱花迎来生死战。虽然
打平便可获得出线权，但面对全
力搏命的对手，倘若稍有闪失，
那么小组遭淘汰也非危言耸听。

对于恒大来说，更为致命的
是阿兰在中超遭遇长时间禁赛，
近期的繁重赛程，也让恒大必须
面临着中超和亚冠的双线作战。
这段时间恒大的对手也都很强，
这对球队来说也是相当严峻的
考验。

如果恒大能够拿下武里南
提前出线，自然可以将全部精力
转移回中超赛场。但事与愿违，

恒大仍然要在中超和亚冠双线
继续搏杀。

接下来二十天内，恒大还要
面临着山东鲁能(主)、上海申花
(客)、大阪樱花(主)、北京国安(客)
和江苏苏宁(主)，对手各个实力
都不俗，这也令恒大根本没有任
何喘息的机会，每场比赛都要全
力以赴，时刻绷紧着神经。

综合

直播预告
广州恒大 VS 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4月8日19：35

直播平台：CCTV-5 山东体育

赛季 比分(恒大在前)

2011 2：0

2012 3：2

2013 0：0

2014 0：0

2015 2：2

2016 4：0

2017 2：1

鲁能客场对阵恒大历史战绩

□记者 魏露

4月8日，山东
鲁能客场挑战广
州恒大。上轮联赛
三连胜的鲁能在
主场被三连败的
贵州以2：0击败，
战术打法被对方
摸清是球队输球
的重要原因。

此外，鲁能对
阵贵州的比赛，恒
大教练组近10名
人员专门赶往现
场观看了比赛，相
信恒大对于鲁能
已经有了应对之
策。而经历联赛首
败的年轻教练李
霄鹏若想在客场
拿分，则需要在阵
容和战术上主动
大胆的寻求变化。

恒恒大大教教练练组组曾曾现现场场观观摩摩鲁鲁能能战战贵贵州州

鲁鲁能能若若想想客客胜胜恒恒大大
霄霄鹏鹏需需要要大大胆胆求求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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