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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亚泰 VS 北京国安
比赛时间：5月19日15: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奥古斯托

近日，巴西公布了俄罗斯
世界杯最终的23人名单，在中
超踢球的众多巴西外援中只有
国安的奥古斯托入选，成为中
超在巴西国家队的独苗。

客场挑战长春亚泰，这是
国安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联
赛，已经拿到俄罗斯世界杯门
票的奥古斯托将会成为比赛的
焦点，他的表现关系到国安能
否在世界杯前保持在联赛前三
的位置。

北京人和 VS 广州恒大
比赛时间：5月20日15:3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纳瓦罗

联赛、足协杯、亚冠，三线
作战的广州恒大经历了五轮不
胜的尴尬。对于恒大最严重的
问题便是卡纳瓦罗能否让恒大
走上正轨。亚冠1/8决赛被天津
权健淘汰以后，广州媒体指出，
卡纳瓦罗上任以后恒大的打法
少了很多变化。

执教权健时，卡纳瓦罗帮
助球队培养出刘奕鸣、郑达伦
等多名优秀年轻球员。不过，回
到恒大以后，面临着许家印提
出的多线争冠的目标，卡纳瓦
罗无法冒险锻炼年轻人。此外，
本场比赛也是刘健和邓涵文互
换东家以后首次面对旧主。

大连一方 VS 贵州恒丰
比赛时间：5月20日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保级

积分榜上，贵州恒丰1胜1
平8负积4分垫底，大连一方1胜3
平6负积6分倒数第二，排名倒
数第三的河南建业积10分领先
大连4分。

从目前来看，贵州恒丰和
大连一方是最有可能降级的两
支球队，此次贵州恒丰客场挑
战大连一方，如果曼萨诺不能
带队取胜或者打平，那么贵州
恒丰或许会在保级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反之，如果大连一方不
能把握机会将贵州恒丰挑落马
下，那么大连一方将会继续和
贵州恒丰深陷保级泥潭。

上海上港 VS 江苏苏宁
比赛时间：5月20日20:00

直播平台：CCTV-5 PPTV
关键词：胡尔克 黄紫昌
积分榜上，上港身后鲁能、

国安、苏宁、恒大和申花紧随其
后，积分差距不超过三分，也就
是说本轮领跑积分榜长达10轮
之久的上港有可能在世界杯之
前落到积分榜第6的位置。上港
联赛的颓势与胡尔克的缺阵有
一定关系，本轮联赛胡尔克能
否复出是比赛的关键。

苏宁上轮联赛由黄紫昌打
进全场唯一进球获胜，从而在
积分榜上超越恒大位居第4。值
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黄紫昌
打进的第5粒联赛进球，在国内
球员中仅落后于武磊。本场面
对上港，武磊和黄紫昌两个不
同年龄段的优秀国内球员的交
手也是一大看点。记者 魏露

8将入围大名单

随着世界杯参赛各队陆续公
布名单，中超各队外援赛季之初
的努力，则是有人欢喜有人落寞。
巴西国家队公布的23人名单中，
中超只有国安的中场奥古斯托入
选，鲁能的塔尔德利和吉尔，未能
通过巴西国家队教练组的考察。

韩国队的28人大名单中，恒
大的金英权和权健的权敬源双双
入围，但金英权近期状态不佳，能
否顺利入围最后的23人名单还是
未知数。此外，哥伦比亚国家队的
35人大名单中，申花队长莫雷诺
赫然在列。阿根廷的35人大名单
中，华夏幸福的马斯切拉诺不出
意外入选，亚泰的伊哈洛和泰达
的米克尔则顺利入围了尼日利亚
的35人大名单。

大连一方的后卫丰特，进入
了葡萄牙国家队的35人大名单，
但葡萄牙的23人正选名单即将出
炉，丰特能否前往俄罗斯仍是一
个未知数。

中超众将“陪太子读书”？

奥古斯托现在在巴西队的位
置也不稳固，已经被切尔西的威
廉夺走了主力位置，想要在世界
杯上以主力身份亮相，接下来的
集训以及几场热身赛非常关键。
虽然塔尔德利和吉尔双双落选，
但前恒大外援保利尼奥的入选，
加上奥古斯托，还是向外界证明，
踢中超不一定就是自暴自弃，只
要维持高水平的发挥，国家队的
大门会始终向球员敞开。

已经入围大名单的中超外
援，马斯切拉诺在阿根廷的位置
相对稳固，而伊哈洛和米克尔则
是尼日利亚国家队锋线和中场的
绝对主力，中国球迷不必担心没
有中超外援在世界杯上首发亮
相。但除了小马哥、伊哈洛和米克
尔之外，其余已经入选名单的中
超外援，相对而言把握不大。

申花队长莫雷诺虽然入选了
哥伦比亚的35人大名单，但能否
入围最终的23人大名单还存在疑

问。中超的韩国双子星中，金英权
能否跟随太极虎前往俄罗斯，同
样存在巨大的变数，以金英权在
恒大目前的表现来看，能入围大
名单就已经是“烧了高香”。

中超还有人赴俄罗斯

虽然目前中超已经有8名外
援入围了各自国家队的名单（或
大名单），但这绝不是终点，至少
在名单公布的这个周期之内，还
有中超外援能得到国家队主帅的
首肯。权健的维特塞尔是比利时
国家队的绝对主力，进入大名单
不会有太大问题，在大连一方效
力的卡拉斯科是比利时的主要轮
换球员，前往俄罗斯的几率极大。

恒大后腰古德利，此前曾入
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的名单，去
年年底还代表球队参加了和中国
队的比赛。不过今年3月份塞尔维
亚的热身赛名单中，古德利落选，
一直以来只是国家队边缘人物的
古德利，能否搭上末班车还存在
一定的变数。 腾讯体育

国足最新一期大名单出炉

恒大5将遭弃用

5月15日，由于中国杯与威尔
士一役，部分国脚出现消极怠工
的情绪，导致新一期的国足名单
备受外界关注。而最终的名单中，
恒大球员被调整最多，冯潇霆、李
学鹏、黄博文、于汉超和郜林5人
落选。

相比于中国杯的27人名单，
这一次有11名国脚无缘接下来的
2场热身赛，除了上港的贺惯、蔡
慧康；华夏幸福的姜至鹏；鲁能的
蒿俊闵；国安的于大宝；重庆的彭
欣力之外，其余的5名落选国脚全
部来自恒大。

巧合的是，冯潇霆、李学鹏、
黄博文、于汉超和郜林5名恒大国
脚，全部参加了中国杯首战和威
尔士的比赛。那场对决，冯潇霆首
发打了72分钟，郜林黄博文均是
首发，但下半场一开始全部被拿
下，于汉超和李学鹏下半场分别
替换郜林和王燊超登场。赛后，上
港和恒大国脚引发外界的争议声
最多，但恒大这次落选的5将，并
非全部处在风口浪尖上，一下子5
人落选，不排除其中有消极怠工
惹怒里皮的“肇事者”，同时也与
银狐为国足更新换代有关。

综合

落选世界杯名单 塔神表态不抱怨

北京时间5月1 5
日，世界杯参赛队纷
纷公布35人初选名单
或者2 3人大名单，中
超不少外援随各自国
家队征战世界杯的梦
想仍在。除了巴西的
奥古斯托、哥伦比亚
的莫雷诺、阿根廷的
马 斯 切 拉 诺 等 人 之
外，比利时国家队基
本确定也会出现来自
中超的球员。

北京时间5月15日，巴西国
家队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3人
名单，中超球员只有国安球员
奥古斯托入选，鲁能老将塔尔
德利无缘。他也通过社交平台
表态：没入选也不抱怨。

巴西国家队在5月15日直接
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3人名单，
这也意味着，除非有重大伤病
等意外，这23人就将代表巴西出
场，而包括鲁能的塔尔德利、吉
尔，上港的奥斯卡、胡尔克等人
都已经无缘世界杯。

塔尔德利在自己的社交网

站上写道：不会对这些没有发
生的事情而抱怨，感谢自己在
过程中所做的努力，该来的总
会来，相信上帝会明白一切。

此前，塔尔德利被认为是
除了奥古斯托之外，最接近巴
西队的人。在巴西队出战世预
赛的最后两场，主教练蒂特把
塔尔德利招到球队中，但没有
给他出场机会。

本赛季，33岁的塔尔德利表
现依旧出色，他出场10次中超联
赛，打进8球，位居中超第三。鲁
能也在他的带领下，高居中超

前三。在4月底，巴西国家队教练
组专门来到中超，对包括塔尔
德利在内的几位球员进行考
察，其中塔尔德利还打进过一
球，但最终还是没能打动巴西
教练组。此番无缘世界杯，或许
也意味着，塔尔德利的国家队
生涯将会终结。 综合

恒大亚冠内战外行 三线作战队史最差
2016年亚冠征程，恒大1/4

决赛面对上港时，首回合客场0：
4惨败，回到主场上演绝地反击，
120分钟内以5：1回敬对手，但最
终在点球大战遗憾告负。今年
的亚冠征程，恒大则是在1/8决
赛再次面对来自中超的权健，
球队也因客场进球少的劣势出
局。要知道，恒大在亚冠淘汰赛
面对日韩球队全部晋级，但友

军却屡屡成为恒大的克星。
2012年时，恒大夺取中超和

足协杯的双冠王，亚冠赛场上，
恒大也顺利闯入到八强。2013
年，恒大取得联赛亚冠双冠王，
只可惜足协杯决赛负于贵州人
和。2014年，恒大联赛夺冠，亚冠
止步八强，足协杯无缘八强。
2015赛季，恒大取得联赛亚冠双
冠王，然而足协杯在32强便被淘

汰。2016赛季，恒大亚冠小组遭
淘汰，但联赛足协杯均夺冠。
2017赛季，恒大联赛七连冠，亚
冠止步八强，足协杯闯入四强。

时至今日，恒大在亚冠赛
场却遭到权健淘汰止步16强，足
协杯又已经不敌贵州同样止步
于16强，只剩下中超冠军可以争
夺，这也是恒大三线作战以来
的历史最差战绩。 综合

入选世界杯名单的中超外援

奥古斯托（北京国安）：
巴西23人名单

莫雷诺（上海申花）：
哥伦比亚35人大名单

马斯切拉诺（河北华夏）：
阿根廷35人大名单

伊哈洛（长春亚泰）：
尼日利亚35人大名单

米克尔（天津泰达）：
尼日利亚35人大名单

金英权（广州恒大）：
韩国28人大名单

权敬源（天津权健）：
韩国28人大名单

丰特（大连一方）：
葡萄牙35人大名单

鲁能赛程预告
天津泰达 VS 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5月18日19:35

直播平台：CCTV-5 P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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