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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刚

中超联赛
四强争霸

在本轮中超之中，前四名
的球队有三个赢了球，北京国
安却连一场平局都没能拿到，
他们在客场输给了联赛副班长
贵州恒丰。此前，很多人对于鲁
能本赛季在联赛中被贵州恒丰

“双杀”感觉不可思议，现在呢，
一向心高气傲的北京国安也输
给了贵州，真的只能说“足球是
圆的”。如今的积分榜上，上港
52分领跑，恒大48分紧跟，再往
下，就是45分的国安和44分的
鲁能，在联赛仅剩7轮的情况
下，冠军肯定会在这几支球队
之间产生。

上海上港目前的形势最
好，该队主帅佩雷拉特意表扬
了武磊，“武磊是一名顶级球
员，也非常有特点，配得上成为
队长之一。他同样也是球员里
面的领导者之一，他这样的表
现也是非常不错。”有记者问佩
雷拉，球队是否已经进入到了
冲冠的状态，佩雷拉表示：“球
队肯定是做好了争冠的准备，
上一场对阵恒大这一点已经得
到了证明，这一次击败亚泰我
们又迈出了扎实的一步。”目前
恒大、国安、鲁能分别被上港拉
开了4分、7分和8分，对此佩雷
拉表示：“当我看到积分榜的时
候，我更加关注下一场比赛，下
一场比赛我们要努力拿到3分，
其他一些情况和形势，我们不
会过多考虑，我们也不会考虑
联赛结束是什么状态，联赛距
离结束还有很长一段路，任重
道远。”

下一轮联赛，北京国安主
场迎战上海上港，对于国安来
说，只有击败对手，才能真正重
新看到联赛夺冠的希望。刚刚
在贵州输球的国安主帅施密
特认为“足球很简单，有时候
就是对胜利更渴望的球队会
取得胜利”，“贵州恒丰应该
取得胜利，因为贵州更有渴
望精神。我们知道对手在保
级，他们肯定是拼尽全力，但
是我没有帮助小伙子们认识
到这一点。我们对比赛的调整
不好，我对此负责。所以我要对
自己的工作做出总结，本赛季
打到现在，很多比赛我们打得
很好，我们也有打得赏心悦目
的比赛。但是这次在贵州没
有看到这样的比赛过程，所
以输掉这场比赛很正常，所
有人都要吸取教训。如果所有
人都得到总结，我想我们接下
来会打好比赛。”

此次客场对阵苏宁，恒大
一度以0：2落后濒临绝境。但塔
利斯卡2射1传，保利尼奥建功，
帮助恒大惊心动魄地以3：2实
现大逆转。目前，广州恒大仍然
以4分的劣势落后上港，继续排
在次席的位置。几天前，恒大主
帅卡纳瓦罗在客场输给上港之

后曾表态，称球队实际上只落
后上港1分，显然这是对第28轮
在天河体育中心同上港的决战
志在必得。目前，恒大已经同国
安、鲁能和苏宁等对手过招，剩
余的赛程远好于上港，这也将
是恒大争冠的关键。

至于鲁能泰山，则是“高
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压根
就不说自己还有称霸联赛的
野心，一旦这支球队有超常
发挥，如果其他队伍再出点
问题，没准儿最终鲁能真有
可能后来居上。

足协杯赛
大战一方

在足协杯赛场上，半决赛
第一回合，北京国安主场5:1大
胜广州富力，一只脚已经迈进
决赛圈，9月26日国安客场挑战
富力的比赛，应该不会对大局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鲁能与

大连一方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第一回合，鲁能客场只是1:0小
胜，这就使得9月25日双方在济
南的第二回合比赛，将是一场
恶战。

在联赛中刚刚击败了上
海申花的大连一方，积分榜
上已经比倒数第二名河南建
业多出1 0分，保级目标可以
说已经完成，没有了联赛保
级压力的他们，自然要在足
协杯赛上与鲁能掰掰手腕。
大 连 一 方 主 帅 舒 斯 特 尔 表
示，在联赛保级基本成功的
情况下，会全力以赴面对与
鲁能的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
合的比赛，“足协杯半决赛第
一回合虽然我们输了球，但
足球比赛什么可能都有，我
们会让队员充分休息，然后
全力以赴去拼这场足协杯的
比赛。”

鲁能，能不能经受住考验？
9月25日，济南奥体中心见。

中超四强争霸，足协杯鲁能迎恶战

收收获获的的季季节节
谁谁能能笑笑到到最最后后

本报讯 9月 2 2日- 2 3
日，由山东省体育局主办，
山东省小球运动联合会、山
东省保龄球协会、济南吴冰
保龄球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的“玲珑轮胎杯”
中国体育彩票山东省第八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保龄球
比赛在吴冰保龄球俱乐部
举行。

本次比赛共开展单人赛、
三人贝克赛、三人队际赛、团
体赛和全能五个竞赛项目。24
支队伍、近百名选手经过两天
的角逐，冠军一一决出。来自吉
利汽车代表队的高鹏以877分夺
得单人赛冠军；青岛二队以1229
分摘得三人贝克赛桂冠。新联
代表队以1769分在三人队际赛
中称王；嘉禾瑞丰代表二队则
在团体赛中以4130分的成绩
夺魁；淄博代表队二队选手张
金玉以1486分成为“全能王”。

保龄球作为一项男女

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虽然
不是一项剧烈的有氧运动，
但每一次投球都能用到全
身每一块肌肉，特别适合久
坐与缺乏活动的上班族。研
究表明，保龄球对提高人体
心 肺 、四 肢 功 能 有 显 著 作
用，同时可以锻炼身体各部
位的协调性。

保龄球作为一种休闲娱
乐的健身方式，也十分适合中
老年人参与。比赛现场，记者
就看到不少中老年人的身影。

“经常打保龄球既活动了身
体 ，又 能 达 到 以 球 会 友 目
的，也是排解生活压力非常
好的一种方式。”一位选手
告诉记者。作为第八届山东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之一，比赛的开展势必将使保
龄球运动在齐鲁大地得到更
好的发展，进一步在全社会形
成崇尚健身、追求健康的良好
社会氛围。 （体讯）

本报讯 9月23日，由
山东省小球运动联合会、山东
省毽球运动协会主办，青岛市
毽球运动协会、青岛市市南区
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玲珑
轮胎杯”2018年山东省毽球锦
标赛在青岛市市南区老年活
动中心落下帷幕。经过两天的
激烈厮杀，淄博火焰队和齐鲁
石化飞腾队脱颖而出，他们分
别获得了男子进攻三人赛和
混合进攻三人赛的冠军。

据了解，考虑到毽球运
动的项目特点，为了吸引更多
高手参赛，提高我省毽球竞技
水平，本次比赛报名不限户

籍，国内运动员均可参赛，
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24支队
伍、120余名运动员参与。

毽球是我国的一项传
统民间体育活动，从古老的
民间踢毽子游戏演变而来。
毽球比赛集羽毛球场地、排
球规则和足球技术为一体，
以隔网相争的形式开展对
抗，长期以来深受人民群众
喜爱。在山东省小球运动联
合会、山东省毽球运动协会
的积极推动下，山东省毽球
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群众
基础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青文）

省省全全民民健健身身运运动动会会

保保龄龄球球比比赛赛收收官官

全全国国高高手手岛岛城城论论““毽毽””

本报讯 9月23日，2018
济南(长清)国际马拉松在济
南长清区鸣枪开跑，6150名跑
者在长清的赛道上共同奔向
终点。

本次马拉松大赛共分为
马拉松全程跑、半程跑、迷你
跑三种类型，总计报名6767
人，经过资格审核，参赛运动
员共计6150人，其中全程跑
1250人，半程跑3000人，迷你
跑1900人。赛道穿越济南园博
园风景线，以水之门广场为起
点，途经紫薇路、文汇路、天一
路、丁香路、园博园南门、滨湖
大道、环湖，终点在园博园香
港园，组成环境优美的济马赛
道，让所有参赛选手在尽览山
水美景的同时，充分感受长清
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为保证跑者安全顺利往

返，在赛前和赛后，组委会分别
在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山
东省体育中心设置了循环接驳
巴士线路，以满足选手们的交
通需求，方便跑者往来。

同时，为保障比赛过程中
不出现意外，本届济马配备了
完善的马拉松赛事医疗救助
体系，组委会在起点、赛道沿
途及终点设立固定医疗点;在
比赛过程中向参赛选手提供
AED医疗救援服务，并安排
了70名优秀的医师跑者协助
救护。

在赛事当天，共有420余名
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交
通学院、齐鲁工业大学和山东
管理学院的志愿者，从竞赛、医
疗等比赛的各个节点为所有
跑者提供贴心的赛事服务。

（体文）

济济南南((长长清清))国国际际马马拉拉松松鸣鸣枪枪

已至秋季，收获的季节到了。2018赛季，亚冠赛场上已经没有中国球队的
身影；国内这边，联赛已呈“四强争霸，上港、恒大占据先机”的争冠局面；足
协杯赛场，北京国安一只脚已经迈进决赛圈，鲁能泰山则还要面临大连一方
的强劲挑战。

接下来大战连场，鲁能千万不可大意。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毽球选手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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