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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一方 VS 广州恒大
比赛时间：5 月 5 日 15:30

直播平台：CCTV5+ PPTV
关键词：首胜 卡拉斯科
8 轮已过，大连一方的联赛

首胜仍旧没有到来，这让大连
的降级可能性不断增长。不过，
大连一方近 5 轮打进 4 球丢 7
球的战绩让球迷和球队看到了
赢球的希望，球队彻底摆脱了
联赛前 3 轮狂丢 13 球的窘境。

恒大上轮比赛最后时刻由
于汉超打进绝杀，球队才得以
取胜。外援阿兰无法出战的情
况下，恒大已经没有赢下比赛
的绝对优势。大连一方国内球
员不占优势，卡拉斯科和盖坦
需要为球队做出更多贡献才能
帮助球队拿下首胜。

河北华夏 VS 河南建业
比赛时间：5 月 5 日 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张外龙

上轮联赛，换帅后的河南
建业客场挑战山东鲁能，球队
在上半场 1 球领先的情况下被
对手逆转。

本场比赛是新帅张外龙执
教的首场比赛，虽然张外龙因
注册问题未能临场执教，但建
业整场比赛很好的执行了张外
龙的防守反击打法，让球迷看
到了新帅带给球队的变化。客
场面对河北华夏，河南建业实
力并不占优。建业若想获胜，坚
持防守反击仍是唯一的方法。

广州富力 VS 上海申花
比赛时间：5 月 5 日 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吴金贵

上赛季，吴金贵半途上任，
成为申花的救火教练。虽然联
赛战绩不佳，但是吴金贵带领
球队勇夺足协杯冠军，获得亚
冠资格。新赛季，申花多线作
战，然而多名球员遭遇伤病困
扰，球队也在足协杯第 4 轮被
中乙球队淘汰出局，亚冠赛场
同样提前小组出局。

因此，联赛毫无疑问成为
了申花唯一的战场，不过上轮
联赛申花在客场被恒大补时绝
杀，吴金贵的日子并不好过。此
次做客越秀山，上海申花需要
通过一场胜利来扫除颓势。

上海上港 VS 北京国安
比赛时间：5 月 5 日 19:35

直播平台：CCTV5+ PPTV
关键词：排名

一边是联赛领头羊，一边
是联赛第 4 ，两队在积分榜上
相差 4 个积分。本场比赛无疑
是本轮联赛的焦点之战。

上港联赛两轮不胜，目前
仅领先第二的山东鲁能一分，
如果本场比赛不能获胜，极有
可能被鲁能在积分榜上反超。
而北京国安虽然仅位列联赛第
4，但是落后第二的山东鲁能也
只有 2 分差距。本场比赛，无论
最终结果如何，都将会影响到
积分榜前四的排名。

面对上港，国安在实力上
并不弱于对方，巴坎布、比埃拉
与胡尔克、奥斯卡的对抗将会
成为场上的焦点。

记者 魏露

马加特“遗泽”：

U23球员的成熟

在2018赛季U23新政的大背
景下，李霄鹏成为了中超所有主
帅中“最幸福”的人。因为在别家
球队的主教练都在为U23球员费
神费力的时候，他所纠结的只是

“在名单中选择合适的U23球员
登场”而已。

鲁能一线队大名单中，U23
球员有郭田雨、曹盛、姚均晟、刘
军帅、刘洋、陈哲超、李海龙等 7
人。可以说，这 7 名 U23 球员无
一人是“凑数”之人，个个都具备
拿出来就能够上场比赛的能力。

必须要看到的是，这 7 名球
员，都出自于山东鲁能的青训体
系（刘军帅也曾在 2014 年以山东
鲁能梯队队员身份参加“潍坊
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而且
几乎都是被山东鲁能成批次送
往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进行分散
锻炼。

2016赛季中期，在马加特的
要求下，山东鲁能召回了在葡萄

牙效力的年轻球员们。即便是在
面临着极大保级压力的情况下，
马加特也是大胆地使用了年轻
球员。2017赛季，中国足协出台了

“加强版”的U23球员政策，马加
特则使用了中超球队中数量最
多的 U23 球员。超过 9 人以上的
U23 球员在顶级联赛赛场上得到
锻炼，还是在马加特的合同中有

“获得亚冠资格”的情况下出现，
无疑让我们对马加特信守“锻炼
新人”的承诺致以足够的敬意。

即便是这个赛季踢得风生
水起的姚均晟，也是在马加特的
建议下才租借到中甲进行锻炼，
才有了今天的自信心和能力。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山东
鲁能的 U23 球员才能够迅速的
得以成长，成为现任主教练李霄
鹏“幸福的烦恼”。

李霄鹏“唤醒”：

87 一代的闪光

在我们对马加特为山东鲁
能锻炼新人致以敬意的同时，也
必须要向现任主教练李霄鹏致

以同样的敬意。因为相比于 U23
球员的井喷，鲁能以“ 87 年龄段”
球员为代表的“老队员”们迸发
出的能量，同样令人侧目。

这是一批在李霄鹏以球员
身份效力于山东鲁能时就已经
出现在一线队阵容中的球员。他
们曾经是中国球员中最好的一
批。如今，他们的表现并没有辜
负当年球场上“老大哥”的期望。

在山东鲁能对阵河南建业
下半场比赛刚开始之时，李霄鹏
就用崔鹏换下了姚均晟。这是一
次用“ 87 年龄段”换下“ 95 年龄
段”的换人。

当随着比赛的进行，同样是
“ 87 年龄段”的张弛登场换下“ 93
年龄段”的吴兴涵时，山东鲁能
场上“87年龄段”的球员就有四
人：分别是崔鹏、张弛、蒿俊闵和
戴琳。

对于鲁能而言，李霄鹏执教
以来最大作用就是最大限度地
激发出了球员们的积极性。也就
是说，单纯就对于球队的掌控力
而言，李霄鹏已经做到了极致。

以崔鹏和张弛为例，在前者
因为极重的伤病赴德国治疗之
后没有球队收留的情况下，正是
山东鲁能收留了他并且给了他
机会。而后者在同样遭遇几乎可
以断送职业生涯的伤病之时，也
是山东鲁能做出了“养一辈子”
的承诺，于是张弛在历经磨难之
后华丽归来。

所以说，山东鲁能在 2018 赛
季已经进行完的8场比赛中，之所
以能够表现出昂扬的竞技状态，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李霄鹏能
够调整好球员们（尤其是因为年
龄竞技状态开始处于下降情况
的老球员们）的心理。

实际上，对于现阶段的山东
鲁能而言，球队真正的核心已经
变成了主教练李霄鹏。无论是在
场上，还是在场下。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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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和 VS 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5月6日15:30

直播平台：CCTV-5 PPTV

鲁能辟谣报价温格:
他不喜欢撸串
我们有李教授

5 月 1 日，山东鲁能俱乐部官
方发布一则声明：惊悉网友要给
温格先生办个转会，小编是不是
得给您准备个接风宴？不过怕教
授不一定喜欢撸串，济南还是不
请了！因为我们泰山队有自己的

“李教授”，坚决支持鲁能版“温
格”，妥妥滴！

自从温格宣布下赛季不再执
教阿森纳之后，有关他的下一站
就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热点。近日，
一则鲁能 2800 万年薪报价温格
的消息在中国流传开来，据悉这
个价格将让温格成为世界足坛第
一年薪的主帅。

鲁能在 2018 赛季启用了李
霄鹏作为球队主帅，一开始并没
有人看好李霄鹏，不过进入新赛
季之后，鲁能表现抢眼，目前积 18
分排名中超第二，超越霸主恒大
1 分。尽管成绩不错，但有关李霄
鹏帅位不保的传闻一直出现。

此番温格传闻不久后，鲁能
迅速回应，使用相当调侃的语气，
看来鲁能方面已经对于这种传闻
见怪不怪了，在如此好的战绩情
况下，换帅对于鲁能明显是不智
之举，鲁能恐怕不会做出这样的
决策。 综合

中超争冠迎来乱世

恒大卫冕遭压制 四队皆有望夺冠
随着上港客场不敌亚泰，中

超积分榜前端的形势出现了巨
大的变化，上港不再是一枝独
秀，仅领先鲁能 1 分、领先恒大 2
分，即便是第 4 的国安，距离上
港也只有 5 分的差距。争冠形势
变得扑朔迷离。

上赛季的前 8 轮过后，恒大
以 19 分排名第 1 ，上港 17 分位
列第 2 ，鲁能 16 分排名第 3 。本
赛季 8 轮过后的三甲球队，与上
赛季相比没有出现变化，只是上
港变成了领头羊，恒大暂时位列
第 3，鲁能则升到第 2。

未能占据领头羊的位置，从
中也可以看出，恒大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严峻，面临前有领跑者后
有追兵的困局。恒大落后上港 2
分，不过也仅仅领先国安 2 分，
一场球的差距，随时有可能变换
位次。

2013 赛季以一骑绝尘的态
势夺冠，随后恒大每个赛季都会
遭遇险境。2014 赛季被国安逼到
最后一轮才加冕，2015 赛季让恒
大到最后一轮才成功问鼎的球
队则换成了上港。2016 和 2017 赛
季，虽然恒大都是提前 2 轮夺

冠，但苏宁和上港阻击未果，不
是因为恒大的表现有多出色，而
是两队纷纷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上港去年就 3 次错失反超恒大
的良机。

恒大始终无法拿到领跑位
置，尤其是世界杯间歇期前的 3
轮比赛，卡纳瓦罗还面临阿兰遭
禁赛无法出场的局面，如果上港
能找回胜利的感觉、鲁能能稳住
目前的态势、国安迎头赶上的
话，恒大的卫冕之路将会变得无
比艰难，而最终的冠军归属也将
会由这四支球队展开争夺。综合

鲁能高居中超第二 原因究竟何在？

马加特“栽树”李霄鹏“乘凉”

5月2日，足协杯第五轮打响，
山东鲁能客场3:2战胜河北华夏。
上半场吉尔头球破门，鲁能1:0领
先。进入下半场后，主裁判连续
判给华夏两粒点球。鲁能门将王
大雷面对埃尔纳内斯，两次都扑
到皮球，只可惜第一次马斯切拉
诺补射打进，第二次皮球被扑到
以后进了球门。关键时刻，鲁能
外援西塞连续打进两球帮助鲁

能淘汰对手进入足协杯八强。
算上这场比赛，鲁能已经连

续3场战胜华夏。2017赛季，鲁能
主场5:4战胜华夏。2018赛季，河北
华夏将主场移师廊坊，新主场首
战的对手便是山东鲁能，最终1:2
不敌鲁能。自从2016赛季河北华
夏进入中超以来，共6次与鲁能
交手，战绩为1胜1平4败。

值得一提的是，2017赛季收

官之战，华夏客场面对鲁能，取
胜便能获得亚冠资格。然而已经
无缘亚冠资格的鲁能并没有“放
水”。本赛季，华夏联赛目前仅排
第9，通过联赛获得亚冠资格的
希望已经不大，足协杯成为球队
的救命稻草。然而客场作战的鲁
能将对手的亚冠希望再次击破，
成为了华夏克星。

记者 魏露

足协杯第五轮 鲁能3:2华夏

连续三场击败对手 鲁能已成华夏克星

主场战胜河
南建业之后，山东
鲁能的积分已经
攀升至联赛积分
榜的第二名。在联
赛开始阶段，更换
了本土主教练且
没有进行内外援
调整的山东鲁能，
一度是被外界看
衰的球队。谁也没
有想到，8 轮比赛
过后，山东鲁能的
战绩居然会如此
让人刮目相看。

22001188 赛赛季季，，李李霄霄鹏鹏（（右右））接接任任马马加加特特（（左左））成成为为鲁鲁能能主主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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