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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安 VS 广州富力
比赛时间：5 月 11 日 19:35
直播平台：CCTV-5 PPTV
关键词：球衣赞助合同

上轮联赛北京国安客场逆
转取胜领头羊上海上港，这场
比赛展现出国安强大的整体实
力。虽然国安未曾喊出争冠目
标，但恒大上港若想夺冠至少
要过了国安这一关。

近日，中超联赛球衣赞助
合同打包签约耐克一事引发争
议，北京国安投了 16 支球队中
唯一一张反对票。显然，国安认
为打包的形式损失了自己利
益，足协目前尚未就这一事件
发表公开声明。

贵州恒丰 VS 上海上港
比赛时间：5 月 12 日 15: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三连败？

赛季初，上海上港开局豪
取 6 连胜，一度让人以为本赛
季的中超冠军成为了上海上港
的囊中之物。然而让人大跌眼
镜的是，上海上港连续 3 场不
胜，主场被天津泰达逼平，客场
1:2 输给长春亚泰，回到主场后
又被国安逆转。

三场比赛狂丢 7 分，上港
在积分榜上已经被山东鲁能逼
平，国安、恒大、苏宁等队皆缩
小了与上港之间的差距。这也
让冠军的争夺变得不可预测。
客场面对仅胜一场的贵州恒
丰，上海上港唯有通过一场大
胜来缓解最近的颓势。

广州恒大 VS 河北华夏
比赛时间：5 月 12 日 19:35
直播平台：CCTV5+ PPTV

关键词：广州未赢够？

“广州未赢够”是七冠王恒
大的标语。然而，本赛季，恒大
足协杯早早出局，亚冠 1/8 决
赛首回合没能在客场取得进
球，许家印许老板的四冠王目
标几乎已损失 3/4。如果恒大想
保持中超霸主地位，那么恒大
唯有争夺第 8 个联赛冠军。

积分榜排在第 4 位且身后
苏宁、富力和申花紧跟不舍，回
到主场的恒大已经到了不能输
的地步，甚至平局都不能接受。

江苏苏宁 VS 大连一方
比赛时间:5 月 13 日 19:35

直播平台：CCTV5+ PPTV
关键词：连胜？

谁也没想到，大连一方的
联赛首胜竟是在广州恒大身上
取得，而且3分拿的是那么得轻
松，把卫冕冠军打得毫无反手
之力。虽然仅是第一场胜利，但
这场胜利带给大连一方的可不
仅是3分那么简单。有了这场胜
利，大连便有更大的信心去争
夺下一场胜利。

事实上，如果算上足协杯
战胜重庆斯威的话，大连一方
已经取得 2 连胜。足协杯八强
战，大连一方面对唯一的中乙
球队，取胜希望极大。属于大连
足球的春天已经到来！

记者 魏露

中超形成“食物链”

恒大鲁能“贡献大”

前九轮联赛过后，本赛季中超
16支队伍已经形成了类似生物界的
“食物链”。顺序分别是天津权健-
河南建业-华夏幸福-长春亚泰-贵
州恒丰-山东鲁能-北京国安-上海
上港-重庆斯威-江苏苏宁-上海申
花-北京人和-天津泰达-广州富力
-大连一方-广州恒大-天津权健。

仅过九轮就形成“食物链”，
当下中超各队的实力差距变得越
来越小。作为对比，英超本赛季的
食物链形成是在第23轮，意甲第
19轮，德甲第17轮，法甲第16轮，而
西甲由于巴萨的赛季不败导致未
形成食物链。

相比于五大联赛，中超这种
“互相厮杀”的自然界法则说明，
中超已经进入了“乱世”，夺冠、亚
冠资格和保级不仅需要实力，还
需要一定的运气。

值得一提的是，大连一方和

贵州恒丰皆只取得一场胜利，大
连战胜的是卫冕冠军广州恒大，
贵州恒丰战胜的是山东鲁能。中
超食物链的快速形成，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广州恒大和山东鲁能的

“鼎力相助”。

“运气好”鲁能夺冠

“运气差”无缘亚冠

截至第九轮，中超从积分榜
首位的上海上港到第7位的上海
申花，排名相邻的球队之间积分
差距不超过1分。

山东鲁能目前与上海上港同
积19分，以净胜球劣势排在联赛
第2的位置。虽然位置靠前，但这
并不能说明鲁能已经有了夺冠的
资本。

事实上，尽管取得了6胜1平2
负的不错战绩，但李霄鹏在每次
获胜后的发布会上都会提到“运
气”一词。这并不仅是这位土帅的
谦虚，而是鲁能全队对于中超形
势的正确判断。几乎每场比赛李

霄鹏都在提，中超无弱旅，果不其
然，鲁能先是输给了贵州恒丰，然
后平了升班马北京人和。

鲁能排在第二的位置，运气
成分肯定会有，不过抓住运气也
是实力的一种体现。上海上港在
这一方面就做的不够好，平泰
达、输亚泰、输国安，上港已经没
了开局6连胜的霸气。如果鲁能
继续“抓住”运气，那么夺冠并非
空谈。

世界杯之前鲁能首先要过
“津门双虎”这一关。上轮被人和
逼平，鲁能暴露了激烈对抗中无
法保持进攻端持续性的问题。接
下来的两场比赛，权健和泰达势
必会抓住鲁能这一劣势，李霄鹏
再次迎来考验。

如果收获两连胜，鲁能将会
保持对积分榜首位的争夺，如果
不幸败给这两支“弱旅”，那么身
后的国安、恒大、苏宁、富力，甚至
是申花都有可能将鲁能挤出前四
的位置。

中超夺冠赔率大变！

上港恒大严重缩水
鲁能国安有望逆袭

上港和恒大在第 9 轮比赛
中，前者 1：2 遭国安扭转，而后者
则是 0：3 负于升班马大连一方。
上港的积分被鲁能追平，而恒大
则掉至积分榜的第 4 位，夺冠赔
率方面，上港被调整为 2 . 37，而恒
大则是以 4 . 50 排在第 2 位。而赛
前，上港的夺冠赔率为 1 . 90，恒大
的夺冠赔率仅为 3 . 50。

鲁能与国安，赛前的夺冠赔
率分别为 11 . 00 和 15 . 00，尽管鲁
能第 9 轮未能拿下人和，但赔率
和国安一样，都被调整为7 . 00，博
彩公司看好两队能对上港、恒大
产生威胁。

苏宁的夺冠赔率则是大变，
赛前以 34 . 00 排在第 7 位，而升至
积分榜第 5 后，苏宁的赔率被调
整至 13 . 00。申花以 15 . 00 排在第
6，富力 21 . 00 排名第 7，而华夏幸
福仍然未能找到感觉，夺冠赔率
虽然被调整至 26 . 00，但已经跌至
第 8 位，重庆以 67 . 00 排名第 9。

权健、人和以及泰达3队，夺
冠赔率均为151 . 00，亚泰以201 . 00
的赔率排名第13，建业和大连的
夺冠赔率则是均为751 . 00，吃到5
连败的贵州，则是以1501 . 00的赔
率垫底。 腾讯

中中超超无无““软软柿柿子子””可可捏捏
鲁鲁能能战战““津津门门虎虎””不不易易

奥巴梅扬险些加盟中超

2017年夏天，时任多特蒙德
前锋、德甲金靴奥巴梅扬的名字
就频频与权健联系在一起，双方
的谈判也已经基本接近达成一
致，但是随着外援新政的出台，
权健放弃了对奥巴梅扬的追逐。

2017赛季结束后，不少中超
球队依然在追逐奥巴梅扬，其中
国安俱乐部和多特蒙德以及奥
巴梅扬本人，三方在一起谈判了
两个多月，多特蒙德向国安开出
了6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价格，国

安也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价格。但
恒大而后冷不丁横插一杠子，加
码到7200万欧元。

后来，或许是迫于外界的压
力，恒大方面否认引进奥巴梅
扬。2018年1月31日，英超豪门阿
森纳官方宣布签下多特蒙德当
家射手奥巴梅扬，签约至2021
年，转会费为6300万欧元。

坎普尔距离国安就差一步

去年的二次转会期，国安就
引进德甲勒沃库森的斯洛文尼
亚头号球星坎普尔一事本来已
经达成了一致，但勒沃库森方面
突然提出更改银行履约保函的
要求，国安不得不遗憾和坎普尔
失之交臂。

当时因为中国足协出台了
引援新政，国安和勒沃库森方面
达成了为期两年先租后买的引
进方式，然后开始对交易价格进
行谈判，最终在 7 月 11 日双方
达成共识。但勒沃库森在转会窗
口关闭前突然提出了变更银行
履约保函的要求，不接受此前国
内银行出具的履约保函，在时间
不够的情况下，国安最终和坎普

尔失之交臂。

梅西 C 罗？中超照样敢买

去年的11月份，西班牙《马
卡报》前主编因达在参加一档访
谈节目时透露，梅西曾考虑在
2018年夏天到中超踢球，但最终
他拒绝了来自中国1 . 5亿欧元年
薪的肥约。而在2012年那一年，
有消息称申花准备引进C罗。

同样是在2012年，贵州人和
在贵阳落户，希望邀请世界级球
星提升球队影响力，于是将罗纳
尔迪尼奥写入了引援的计划。但
小罗最终拒绝了邀请。另外，申
花在2012年曾向卡卡开出了900
万欧元的年薪，此外恒大也给卡
卡开出了年薪1800万欧元的三
年的合同，然后在去年年底，有
消息称贵州恒丰希望引进卡卡。

另外，在2013年，国内媒体
甚至披露称鲁能将签下时年37
岁的贝克汉姆，不过鲁能很快进
行了澄清。2014年底，有消息称
上海上港希望签下巴萨中场哈
维……当然，这些后来来看都是
绯闻，只是我们茶余饭后的消遣
罢了。 综合

伊涅斯塔恐被日本球队抢走

那些年中超错过的大牌都有谁？

□记者 魏露

大连一方的联赛首胜
来自卫冕冠军广州恒大，贵
州恒丰的唯一一场胜利来
自积分榜第二位的山东鲁
能。中超9轮战罢，无论是争
冠形势，还是亚冠区和降级
区的争夺都趋于白热化。

本赛季，中超已经没有
绝对的强队，也没有绝对的
弱队。山东鲁能在世界杯之
前要奔赴天津迎战“津门双
虎”，现在来看，鲁能并无绝
对的取胜把握。

中超联赛第十轮

天津权健 VS 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5月12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山东体育

2018赛季中超食物链

5月7日，中超重庆斯
威官方辟谣了巴萨球员伊
涅斯塔以球员身份加盟球
队的消息，而后据西班牙
媒体塞尔电台消息，巴萨
队长伊涅斯塔将会加盟日
本J 1联赛球队神户胜利
船，签约三个赛季，他将会
拿到接近2500万欧元的年
薪。原本来到中超是板上
钉钉的事情，但最后时刻
发生变化，这在中超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

对阵 轮次

天津权健 4:0 河南建业 1

河南建业 1:0 河北华夏 9

河北华夏 2:1 长春亚泰 5

长春亚泰 5:2 贵州恒丰 7

贵州恒丰 2:0 山东鲁能 4

山东鲁能 3:0 北京国安 1

北京国安 2:1 上海上港 9

上海上港 2:1 重庆斯威 4

重庆斯威 4:1 江苏苏宁 3

江苏苏宁 5:1 上海申花 7

上海申花 2:0 北京人和 5

北京人和 1:0 天津泰达 8

天津泰达 2:1 广州富力 6

广州富力 2:0 大连一方 2

大连一方 3:0 广州恒大 9

广州恒大 1:0 天津权健 4

世世界界杯杯前前，，鲁鲁能能将将客客场场连连续续对对

阵阵权权健健和和泰泰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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