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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第六轮
焦点赛事推荐
上海申花 VS 广州恒大
比赛时间：4月13日18: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连胜
两支双线作战的球队狭

路相逢，照常来说双方都会为
亚冠留力，但是申花比较“幸
运”，因为申花已经提前一轮
亚冠出局，而广州恒大仍有可
能在最后一轮被淘汰出局。

两支球队的联赛开局都
不算完美，申花开局1平1负，
恒大则是开局不敌富力，不过
随后两支球队分别取得3连胜
和4连胜，本次相遇，无论最终
结果如何，都将会有一方终止
连胜势头。同时这也是双方自
超级杯之后的再一次相遇。

天津权健 VS 江苏苏宁
比赛时间：4月13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黄紫昌

天津权健作为上赛季的
升班马打进亚冠，本赛季首次
面对双线作战的压力，开局表
现不能让人满意。好在权健亚
冠已经提前出线，上轮联赛也
取得胜利。

江苏苏宁自新帅奥拉罗
尤上任以后已经取得两连胜，
更令人惊喜的是苏宁U23小将
黄紫昌延续着开赛以来的优
异表现，上轮苏宁客场2:0取胜
富力的比赛中，黄紫昌先是补
射破门，随后又造成点球。黄
紫昌已经成为了本赛季最受
关注的年轻球员。

上海上港 VS 河北华夏
比赛时间：4月13日19:35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6连胜
亚冠赛场中，上港已经提

前一轮出线。中超联赛中，上
海上港仍是中超唯一一支开
局5连胜的球队，本场比赛上
港定会争取6连胜。

前5轮比赛，上海上港不
仅打进了中超最多的19粒进
球，而且场均失球数也只有4
粒，与山东鲁能并列中超第
一。本赛季，上港将会是最有
希望夺得中超冠军的球队。

与上港的强势相比，河北
华夏开赛以来的表现实在难
以令人满意，此前5轮打进9粒
进球却丢掉10粒球，面对攻防
俱佳的上海上港，河北华夏很
难在上海带走分数。

重庆力帆 VS 北京国安
比赛时间：4月15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施密特

上轮比赛重庆力帆在2:0
领先的情况下被大连一方逼
平，丢掉了近在咫尺的拿3分
的机会，回到主场面对阵容强
大的北京国安，重庆力帆防守
反击的打法将会面临国安巴
坎布和比埃拉等人的冲击。

国安方面3连胜之后遗憾
地在主场被天津泰达逼平，而
且国安目前阵容中有着太多
的中场球员，休赛期引进的池
忠国、比埃拉，加上奥古斯托、
朴成以及尚在禁赛期的张稀
哲，国安聚集了太多功能相似
的中场球员，这将会成为施密
特“幸福的烦恼”。记者 魏露

□记者 魏露

从开局三连胜到
最近两场连败，连续两
轮未能取得进球，鲁能
进攻端受挫与塔尔德
利时常从前场回撤拿
球有很大的关系。下一
轮面对升班马大连一
方，李霄鹏首先需要解
决的便是将塔尔德利
的位置前提。

中中超超第第66轮轮，，鲁鲁能能连连败败后后迎迎战战大大连连

塔塔尔尔德德利利仍仍需需大大步步向向““前前””
中场不稳

李霄鹏急需国内球员“帮”

三连胜期间鲁能共打进7粒
进球，塔尔德利一人便在前场打
进5粒球外加1次助攻。但是最近两
场鲁能“颗粒无收”，塔尔德利在
前场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多次回撤
到中后场接应，虽然球被控制在
脚下，但是前场佩莱一人独木难
支，而且佩莱对破门机会的把握
性实在难以与塔尔德利相比。因
此，下一场如果鲁能还是由佩莱
搭档塔尔德利出场的话，塔尔德
利应当减少回撤次数，多在前场
寻找破门机会。

当塔尔德利在前场的时候，
鲁能的中场则需要国内球员撑
起。本赛季李霄鹏常用的中场组
合是由蒿俊闵和姚均晟搭档的双
后腰，如果蒿俊闵向前组织进攻，
姚均晟由于身体劣势一人难以承
担防守重任。

上轮面对恒大，李霄鹏在比
赛中便发现了这一问题，准备用

防守型后腰刘军帅替换姚均晟，
让蒿俊闵前提梳理进攻，从而释
放塔尔德利的前场威胁，但是戴
琳的第一张黄牌打乱了李霄鹏的
计划。

上轮比赛，大连一方主帅舒
斯特尔排出4名U23首发的阵容，
本轮面对青训标杆山东鲁能，双
方U23的对阵将成为比赛的看点，
同时也会给鲁能的U23带来挑战，
毕竟当黄紫昌等U23小将接连取
得进球之时，鲁能的U23球员还未
能在比赛中证明自己。

塔尔德利等外援们的状态不
稳是赛季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因
此无论李霄鹏在本轮比赛派出什
么样的阵容，国内球员以及U23球
员都应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
李霄鹏这位国产教练提供帮助。

12战9胜

主场对升班马鲁能不“怵”

尽管经历连败，但是回到主
场的山东鲁能面对实力不如自己
的大连一方仍有很大的胜算。事

实上，鲁能近6个赛季主场面对升
班马的球队历来战绩不俗。

从2012赛季至今，鲁能主场共
12次面对中超升班马球队，取得了
9胜2平1负的战绩。2012赛季，鲁能
主场对阵升班马大连阿尔滨和广
州富力取得1胜1平，其中面对大连
阿尔滨的比赛被对方3:3逼平，而
大连一方的前身便是大连阿尔
滨。不过从2013-2016的四个赛季
中，鲁能主场8次面对升班马球队
全部取得胜利，体现了一支豪门
俱乐部应有的稳定性。但是上赛
季鲁能主场面对升班马天津权健
和贵州恒丰，球队只取得了1平1
负，其中1:2输给天津权健，2:2被贵
州恒丰逼平。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方在
战绩和实力上都处于弱势，不过
大连一方的身价却远超山东鲁
能。据德国《转会市场》最新数据
显示，大连一方全队身价为5035
万欧元，而山东鲁能的全队身价
只有2500万欧元，不及大连一方
的一半。

恒大重罚内讧2将
合同期内不许转会

中超联赛第5轮预备队比
赛中，广州恒大预备队主场0：2
山东鲁能预备队，比赛中，恒大
2名队员王军辉和司徒华龙在
场上内讧，挥拳相向。最终王军
辉被罚下；司徒华龙染黄后被
教练换下。

赛后，恒大将两名队员的
行为定性为“造成非常恶劣影
响”，并根据《广州恒大淘宝足
球俱乐部球队管理办法》开出
罚单：给予王军辉、司徒华龙通
报批评并扣罚每人20万元人民
币，即日起三停（停赛、停训、停
薪），合同期内不允许租借或者
转会，并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
标准支付其生活费。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出
生的王军辉本赛季仍是U23球
员，而且在2015赛季卡纳瓦罗
第一次执教恒大期间便迅速蹿
红，亚冠、足协杯和联赛均有出
场，被外界认为是卡纳瓦罗的
爱将。实际上，卡纳瓦罗离开之
后，王军辉在斯科拉里的麾下
仍然获得不少机会。

然而本赛季卡纳瓦罗重新
回到恒大，但王军辉并没有得
到重用，不过这位2015赛季进
入中超最佳新人候选名单的球
员，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
视野中实在令人唏嘘。 综合

恒大上港争霸3 . 0版正式开启

中超争冠欲走西甲老路

中超前5轮，上港以5战全胜
的战绩领跑，恒大以4胜1负紧随
其后，占据着前两名的位置。以恒
大和上港两队的整体实力，以及
十足的阵容厚度来看，虽然后面
的申花、国安和鲁能们差距还不
大，但想撼动他们仍不容易。恒大
和上港取胜，双雄争霸的态势愈
发明显。继2015和2017年后，中超
或将第三次步入到恒港争霸的格
局之中。

2015年时，恒大和上港双雄第
一次为联赛冠军展开争夺。恒大
方以微弱优势力压上港，实现中
超5连冠。这一年里，青涩的上港
首次给恒大带来争冠的压力。

2017年时，上港凭借着胡尔

克、奥斯卡、埃尔克森和艾哈迈多
夫等中超首屈一指的外援，以及
武球王为首的本土帮再度崛起，
在中超、亚冠和足协杯这三条战
线，皆具备着同恒大分庭抗礼的
能力。但恒大在联赛笑到了最后
实现6连冠，上港却一无所获。上
港虽然动摇了恒大王朝的统治根
基，但却并未推翻。

时至今日，上港第3次向着恒
大王朝发起冲击。此消彼长之际，
上港的整体实力俨然已经超过恒
大，这也令此次的恒港争霸格局
变得更加扣人心弦。

全世界水准最高的西甲联
赛，便有着皇马和巴萨这两大享
誉全球的豪门俱乐部。他们汇聚

了全球的顶尖球星，阵容豪华，常
年在西甲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因
此被人戏称为“西超军团”。虽然
西甲也有着马德里竞技、瓦伦西
亚和塞维利亚等竞争者，但却皆
无力推翻皇萨双雄的统治，西甲
的争冠呈现寡头化。

前3年的中超，2次都是呈现
着恒港争霸的态势，本赛季或将
第3次出现这样的局面，虽然其他
球队也展开军备竞赛，但整体实
力却仍然距离恒大和上港存在着
差距。上赛季的黑马权健受困于
双线作战滑坡明显，华夏和国安
在外援上能够争锋，但在本土球
员实力和阵容厚度方面，却仍然
存在着不足。

苏宁虽然在2016赛季时，在
联赛和足协杯双线同恒大抗衡，
但近年来实力下降较快。至于申
花，这些年更多的是让人失望。鲁
能仍然处于重建，富力攻强守弱
则过于明显。

由于赛季刚刚开始，上港和
恒大的优势还不大。但随着赛季
的深入，他们的阵容厚度得以发
挥之时，或将甩开其他的竞争对
手们再次形成二人转的局面，这
也是极有可能的。但不可否认的
是，群雄并起的联赛才更加好看。

综合

直播预告
山东鲁能 VS 大连一方
比赛时间：4月14日19:35

直播平台：山东体育 PPTV

鲁能主场对升班马战绩

赛季 胜/平/负

2012 1/1/0

2013 2/0/0

2014 2/0/0

2015 2/0/0

2016 2/0/0

2017 0/1/1

总计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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