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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沉默还是豪言 拿分才是关键
今日鲁能对贵州之战，双方都已没有退路

爸妈、子女齐出场 掀起泉城相亲热
今天下午 2 点，我主良缘免费“妈妈相亲团”走起！下周日，还有单身白领“钦点”的户外相亲，咨询热线：82967520

年底将近，婚姻大事还没眉目，

着实令人揪心！为了让广大泉城单

身早日觅得良缘，我主良缘于 10 月

推出花样系列相亲活动，有为心急

的父母开放的“妈妈相亲团”，也有

为单身白领量身定制的“户外相亲

一日游”活动。今天下午 2 点，免费

“妈妈相亲团”温情揭幕，父母们，赶

快加入这场儿媳、女婿“争夺战”吧！

免费“妈妈团”

推荐子女，攀个亲家

我主良缘“公益妈妈相亲团”已

在泉城举办多次，深受父母们的追

捧，本次活动又是在父母们的一片

期待声中拉开帷幕。据主办方统计，

本次活动将从上百名报名者中，精

选 80 位单身男女的父母参与到活

动中来，其中不乏来自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各界

单身的父母。

活动签到入场后，父母们只需

带好子女的基本资料，上台介绍自

己的子女及其择偶要求，台下有意

向的父母就可记下联系方式。为提

高相亲成功率，主办方将派遣专业

红娘坐镇，为父母们提供免费的咨

询服务。

此外，红娘也将为父母们推荐

多位黄金单身，有意向攀亲的父母

可进行私下沟通。特别提醒，越是临

近年底，“妈妈相亲团”越受欢迎，还

没报上名的父母们抓紧致电，下午 1

点前还有最后的机会报名抢票。

“农家乐”相亲

回归淳朴，邂逅真爱

年底相亲拼花样！考虑到年轻

人的喜好，我主良缘还精心策划了

“户外相亲一日游”活动。下周日（25

日）上午 7 点半，单身男女们将在指

定地点集合，乘坐缘分大巴前往具

有原生特色的莱芜农庄。抵达目的

地后，将由当地村民引领嘉宾们观

光、游玩，在自然的农家原野中放松

心情，邂逅良缘。

中午时分，主办方将安排“厨艺

大比拼”项目，不仅会充分考验男女

嘉宾们的配合度，有一手好厨艺的

单身人士还可尽情展示。活动结束

前，还有专业的红娘老师鼓励嘉宾

们进行“爱的表白”，现场成功牵手

的男女双方均能获得主办方送出的

精美礼品。

目前，“户外相亲一日游”报名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还余少量名

额。想在淳朴的自然气息中邂逅良

缘的单身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

吧！

【活动时间】

◎公益“妈妈相亲团”：

10 月 17 日(周六)14:00-16:30

◎户外相亲一日游：

10 月 25 日(下周日)7:30-15:30

【报名方式】

1 . 拨打热线电话：0531-82967520(接

听时间：9：00-20：00)；

2 . 咨询 QQ：1516324074；

3 . 编辑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

高、学历发短信到 13011716860；

4 . 报名地址：解放路 43 号银座数

码广场 1808 室(华强地产对面)。

“公益妈妈相亲团”报名现场。

□记者 郑昊

联赛踢到这份上，鲁能已经没有了退路，就算是想要获得亚冠资格赛的门票，他们也得在最后的3场
比赛中硬拼对手。反观鲁能本场比赛的对手，其处境和鲁能比起来可谓更加糟糕。打个比方来说，鲁能就算

是后面的比赛3战皆负，顶多就是拿不到“通往天堂的门票”；但贵州如果踢不好这3场，则直接会被吸入

“地狱的大门”。虽说这个比方有些夸张，但两队目前的处境，确实如此。于是，在这样的比赛之前，两队的主

帅也不玩什么虚的，在他们眼里，无非就是一个字——— 拼！

鲁能赛前依旧惜字如金

10月16日，在鲁能与贵州

人和比赛的前一个日子里，照

例进行了赛前发布会。鲁能执

行主帅马宝刚与球员王彤出现

在了现场。而也如同之前一样，

本次鲁能的发布会，也仅仅持

续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除了马

宝刚说“这是重要的比赛”以及

王彤表示“这是我们的主场”，

其余的，听不出任何“道道”。

但话又说回来了，比赛都

踢到这个时候了，执行主帅还

能说点啥呢？说这场比赛的战

术？显然不会这么快就“泄密”；

说塔尔德利还能不能上场？这

显然也需要教练组的决定；说

联赛杯赛双线作战怎么办？显

然是一场一场踢呗。

于是，不知从何时开始，鲁

能的赛前发布会，颇有点“鸡

肋”的味道——— 问，问不出个所

以然；答，也听不出个所以然。

而更重要的是，原本伴随着发

布会一起进行的踩场环节，也

经常被取消。想想这也符合常

理，球队对于这块场地已经相

当熟悉，完全没有必要再折腾

一趟，从哪练不是练？

可成绩，最能表现当下的

一切。双线的作战，鲁能已经相

当疲惫；间歇期后的慢热，鲁

能不知道是否已经解决；

当务之急最需要的是

什么，也无人告知。

就算是处在保

级泥潭的贵

州人和，他们的主帅都大大方

方地表示现在最需要凝聚力，

但鲁能现在缺的是什么呢？霸

气，防守，破铁桶阵，还是那座

可望但不一定可及的冠军杯？

所以说，也别说什么了。你

自己定义要夺冠，现在挺悬；也

曾经在对阵上港前说准备好

了，但也输了。现在唯一希望

的，就是王彤说的那句“我们要

三分，这是我们的主场”能够实

现，但主场8胜1平4负的成绩，

与客场8胜3平3负的成绩相比

起来，显然鲁能的主场优势并

不怎么强大。

宫磊豪言客场也要拿分

历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客队

来到鲁能，都先是把鲁能“捧上

天”。斯科拉里、曼萨诺、埃里克

森，这些名帅只要到济南，与媒

体见面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

“鲁能作为一支豪强，我们会预

料到比赛的艰苦性。”就算是舜

天新主帅佩特雷斯库在提到鲁

能时，都得“唯唯诺诺”地说些

有关运气的话题。

但作为曾经央视评论员的

宫磊指导显然成为了“敢吃螃

蟹的第一人”，人家就若

无其事地不捧你，因为在这名

土帅的眼中，鲁能的优点和缺

点同样明显。“鲁能现在是双线

作战，可能他们会在人员上有

调配。鲁能这边存在主场的优

势，他们在进攻端也有优势，所

以我们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安

排。”

那么，问题来了，针对

鲁能的特点，宫磊将如何安

排？显然就是防守。说白了，

就是祭出所谓弱队的铁桶阵，

这是鲁能目前最为头疼的事

情。“我们虽然在贵阳受到了阴

雨天气的影响，但我们的体能

储备以及战术没有受到干扰。

这周针对山东鲁能的

优势和特点，我

们 在 防 守 端

进 行 了 提

高。前几场

比赛我们

都 有 进

球，但是有

失分，所以

明天比赛进

攻端我们要打

出特点，在防守端打

好，完全有可能拿分。”宫指导

说道。

旧将王刚将尽全力出战

跟随宫磊一起出现在赛前发

布会中的，是曾经在鲁能阵中效力

了3年的王刚。虽然在鲁能期间没

有获得什么机会，但王刚通过自己

的努力，迅速成为了贵州阵中的一

员主力。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让王刚

出席，也无非就表明王刚将会是

17日比赛时的大杀器。

历年来，从鲁能走出去

的球员当中，在对阵鲁能时

都能对老东家反戈一击。

马塞纳、安塔尔、高迪、周

海滨，这样鲜活的例子还

历历在目，无论他们进球

后是否庆祝，但都曾攻破

老东家的大门，确实是板

上钉钉的事。“对于我来说

虽然这只是一场正常的比

赛，但毕竟我在鲁能这里

呆了3年，我和鲁能的关系

很不一样，我只要打出自己

应有的水平就可以。”谈及本

场比赛时，王刚说。而正如王

刚所说，他对鲁能的熟悉，或

许也能成为贵州在抢分大战中

可以依赖的有效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球队在训练

之前，集体围成了一个圈，在高喊

三声加油后，球员们才散开进行训

练。“我们目前处在保级的形式，

我需要增强他们的凝聚力，我也

相信，队员们能憋足了劲挺过

来。”宫磊这样解释道。

英足总沉不住气了
发公告停止支持普拉蒂尼参选FIFA主席

本报讯 英国当地

时间10月16日，英足总官

网发文宣称停止对现任欧足

联主席普拉蒂尼竞选国际足联

主席的支持。

公告中称：“在本周四的欧足联会

议上，英足总已经从负责此案的普拉蒂尼

的律师中了解到更多内部情况，相关内容

及细节需要保密。不过据此信息，英足总

本周五早晨做出决定：在相关法律调查结

束以及普拉蒂尼先生自证清白前，我们不

再支持他参选国际足联主席。此决议直到

明年 2月 2 6日F I F A主席选举前一直生

效。”

本月8日，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宣布，

普拉蒂尼涉嫌于2011年2月接受了国际足

联一笔200万瑞士法郎(135万英镑)的无合

约款项而卷入布拉特涉腐案，被禁止在至

少90天内参与足球相关活动。被“禁足”前，

普拉蒂尼刚刚确认自己将参选国际足联主

席一职，这样一来其宣传、游说等活动势必

受到影响。

普拉蒂尼被“禁足”后，欧足联第一时

间声援普拉蒂尼。但本周四，经过欧足联54
个成员国紧急开会讨论，先后有丹麦、荷兰

等国公开发声表达对普拉蒂尼的质疑。

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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