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次 日期 主队 客队 星期 开球时间

1 3月8日 山东鲁能 长春亚泰 日 19：35

2 3月13日 辽宁宏运 山东鲁能 五 15：35

3 3月22日 山东鲁能 江苏舜天 日 19：35

4 4月4日 上海申鑫 山东鲁能 六 19：45

5 4月12日 山东鲁能 广州富力 日 15：35

6 4月17日 天津泰达 山东鲁能 五 19：35

7 4月26日 山东鲁能 北京国安 日 19：35

8 5月1日 重庆力帆 山东鲁能 五 19：35

9 5月10日 山东鲁能 河南建业 日 19：35

10 5月15或16日 杭州绿城 山东鲁能 五或六 15：35

11 5月23日 山东鲁能 上海申花 六 19：35

12 5月31日 上海上港 山东鲁能 日 19：45

13 6月4日 贵州人和 山东鲁能 四 19：35

14 6月21日 山东鲁能 广州恒大 日 19：35

15 6月24日 石家庄永昌 山东鲁能 三 19：35

16 6月27日 长春亚泰 山东鲁能 六 15：35

17 7月4日 山东鲁能 辽宁宏运 六 19：35

18 7月11日 江苏舜天 山东鲁能 六 19：35

19 7月15日 山东鲁能 上海申鑫 三 19：35

20 7月19日 广州富力 山东鲁能 日 19：35

21 7月27日 山东鲁能 天津泰达 一 19：35

22 8月12日 北京国安 山东鲁能 三 19：35

23 8月15日 山东鲁能 重庆力帆 六 19：35

24 8月22日 河南建业 山东鲁能 六 19：45

25 9月14日 山东鲁能 杭州绿城 一 19：35

26 9月20日 上海申花 山东鲁能 日 19：45

27 9月26日 山东鲁能 上海上港 六 19：35

28 10月17日 山东鲁能 贵州人和 六 15：35

29 10月25日 广州恒大 山东鲁能 日 15：00

30 10月31日 山东鲁能 石家庄永昌 六 15：00

A26 娱体·运动 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编辑：尹成君 美编：宫照阳 组版：洛菁>>>>

2015赛季中超赛程正式确定，鲁能3月8日开始征程

阻阻击击京京沪沪广广，，好好戏戏连连轴轴转转
本报讯(记者 胡建明) 2月3

日，职业联赛理事会下发了《2015
中超联赛对阵及日程安排》，本赛
季中超联赛将于3月7日开幕，10
月31日结束全年比赛。

本赛季的开幕式放在杭州
进行，由杭州绿城主场迎战广州
富力。鲁能泰山将在3月8日迎来

新赛季首场比赛，其对手是前来
挑战的长春亚泰队。最后一轮，
鲁能将主场迎战升班马石家庄
永昌队，前鲁能队长李小鹏目前
在永昌俱乐部担任总经理一职。

第7轮，鲁能将主场迎战老冤
家北京国安；第14轮，鲁能主场迎
战广州恒大；第27轮，鲁能主场迎

战天价引进孔卡的上海上港队。
因为2015赛季还有世界杯

预选赛的重任，所以，本赛季中
超联赛只能分阶段进行。3月22
日中超战罢第三轮结束，第四轮
将于4月3日开始，直到6月4日
第13轮结束。6月19日，中超战火
重燃，战至7月27日第21轮结束。

8月11日至23日，中超将进行第
22至24轮，共三轮比赛；9月12
日至27日，中超第25轮至27轮将
全面打响；中超第28轮于10月17
日开始，到31日全赛季30轮全部
打完。

考虑到亚冠球队主客场的
因素，四支参加亚冠球队的部分

比赛依然会被安排在周五或者
周一。像鲁能第二轮客场挑战辽
宁宏运队的比赛，就因为进行亚
冠联赛，被提前到了周五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孔卡回
归，备受球迷们关注的广州恒大
VS上海上港，将在联赛第10轮
进行，时间为5月15日或16日。

麦麦克克格格文文深深情情别别鲁鲁能能

本报记者 胡建明

2月3日，最后时刻帮助鲁能
夺得足协杯冠军的功臣麦克格
文，通过微博与鲁能做了一个正
式告别。他饱含深情地表示：“很
遗憾我要离开这里了，祝俱乐部在
未来一切顺利！我会想念所有的队
友，我爱最后时刻夺得的足协杯冠
军！感谢！”

在这条告别微博中，麦克格
文还配上了鲁能夺得足协杯冠军
后，自己身着冠军服与奖杯合影
的照片。

2013年，麦克格文加盟鲁能
泰山。当年他的表现得到了教练
组和球迷们的认可，被球迷们亲
切地称之为“大白”。

自从库卡执教鲁能后，麦克
格文慢慢失去了主力位置，但即

便是那样，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在
联赛的后半段，他慢慢赢得了库
卡的信任。在上赛季的足协杯决
赛第二回合比赛中，眼看着江苏
舜天就要在主场夺冠，最后时刻，
麦克格文秒杀对手，硬生生帮助
鲁能把冠军又抢了回来。

在帮助鲁能夺冠后，很多球
迷一度以为麦克格文会继续留在
鲁能，但由于双方之前已经做好
了决定，上赛季结束后，麦克格文
还是选择了离开。上月底，邓迪联
宣布签下麦克格文，而且已经让
他完成了在苏超的首场比赛。

麦克格文的这封深情款款的
告别信，不仅勾起了鲁能球迷对
他的怀念，而且还让鲁能球迷对
至今未到的亚洲外援充满了期
待：“希望新的亚外能比大白还厉
害。”

(比赛时间如有调整，请以最新预告为准)

2015中超鲁能赛程表 ““老老””抢抢手手了了
36岁卡希尔加盟申花

38岁孙继海加盟力帆

本报记者 胡建明

2月3日，上海绿地申花官方宣布澳大利亚国脚卡
希尔加盟，双方签约一年，其年薪接近300万美元。不
差钱的上海申花引进一位36岁的老将，他们看重的
是什么呢？是经验，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据了解，在到底该不该引进卡希尔这个问
题上，上海申花也犹豫过。但看了卡希尔在亚
洲杯上的精彩表现，尤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淘汰中国队后，申花高层当即决定全力引进卡
希尔。绿地申花俱乐部的一位高层说：“卡希尔
虽然年纪大了，但在球场上看的还是表现和职
业态度，而不是年纪。”

在上海申花决定引进卡希尔的同时，西亚一
些球队和西甲皇家社会也希望引进卡希尔，并为他开
出了不菲的年薪，但最终卡希尔选择了上海申花。卡
希尔说，他选择申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巨大的足球市
场。还有消息称，卡希尔选择申花还有一个目的是希
望能在上海推广自己的个人品牌。

现在的中超联赛，只要你有真本事，年龄再大也
能容得下。在卡希尔加盟申花之前，重庆力帆引进了
已经38岁的孙继海。

在贵州人和呆了几年，现在的孙继海快要成“精”
了。在加盟力帆队后，他确定自己只是为了去竞争一
个主力位置，“我不当教练，不当队长，只做球员。”而
且他还很幽默地告诉重庆球迷，“球霸”他也不当了。

除了卡希尔和孙继海，眼下的中超联赛还有一些
老队员在继续打拼，像北京国安的邵佳一和恒大队的
郑智都是35岁；辽宁队的肇俊哲、王亮，国安队的徐云
龙、周挺以及江苏舜天的陆博飞都是36岁；而泰达队
的李玮峰和上海申鑫的姜
坤则都已经37岁了。

看看这些老将
之所以还能继续
留在球场上，并
不是因为球技
有多好，而是
每个人的骨
子里都有一
股不服输的
精神。

孙继海与卡
希尔老当益壮，
是中超年轻球员
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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