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对于北京中赫国安和
京城球迷来讲， 这是一场久违而
又酣畅淋漓的胜利。 在终场哨吹
响的那一刻， 球迷的欢呼声沸腾
了工体， 四九城的闷热在这一刻
一扫而光。 “逼” 是这场比赛的
关键词， 施密特用他最熟悉的战
术 “逼” 出了新打法， “逼” 出
了新用人， “逼” 出了新胜利。

“逼” 出新打法
德国教头善于使用高位逼抢

这档子事儿自从他上任以来， 京
城球迷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
本场对阵恒大， 这种战术才露出
“庐山真面目”。 开场之后的国安
打了恒大一个措手不及， 索里亚
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敲开了曾
诚把守的大门。 领先以后的国安
愈发主动， 上半场前20分钟把恒
大压在半场， 总共8脚射门令对
方喘不过气来。 在进攻上， 国安
选择加快出球速度， 减少禁区前
沿多余的配合 ， 尽可能多地射
门， 节奏始终被国安掌控。 在防
守方面， 每当恒大队员持球时，
必定有人上前围抢， 总能形成在
局部的人数优势， 断球之后立即

反击， 令对手疲于奔命。 之后的
时间， 随着国安队员体能下降，
恒大的进攻渐渐有了起色， 他们
同样在中场加强了逼抢力度， 选
择更多的直传球。 怎料国安队的
体能竟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中的
滑坡， 这令斯科拉里无计可施。

“逼” 出新用人
施密特在赛后表示这场比赛

是惊喜， 确实他带给我们很多惊
喜，最明显的就是用人。晋鹏翔打
边后卫这是很多人赛前不敢想象
的， 这名赛季初状态不佳的后卫
队员用训练征服了施密特， 并被
委以重任。比赛中他对位于汉超，
令后者全场比赛几乎没有任何发
挥， 同时他利用自己的身高在禁

区的防守中一次次化险为夷，下
半场他被换下， 全场球迷高呼他
的名字。 巴顿也被安排了新的位
置，和索里亚诺搭档打双前锋，他
的存在令奥古斯托的位置略微后
撤，大有B2B中场的影子，同时解
放了张稀哲， 为索里亚诺牵线搭
桥，战术意义巨大，不得不说这2
个用人是施爷的生花妙笔。

“逼” 出新胜利
这是恒大在中超历史上首次

连败， 这更能够体现这场胜利的
价值。 它让国安找回状态， 找回
精气神， 就像队长杨智在赛后所
说的， 球队用这场胜利找回了久
违的拼搏精神。 这样的国安值得
老少爷们骄傲！

□纪盈达/文 付彬/摄

“逼”出的胜利 征途，才刚刚开始

烟烟草草黎黎马马敦敦、、北北控控燃燃气气分分获获精精英英组组、、卓卓越越组组冠冠军军
□本报记者 段西元/文 陈艺/摄

■职工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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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职工足球联赛落幕

■新闻分析

昨天， “工体杯” 第八届首
都职工足球联赛在工人体育场落
幕， 烟草黎马敦队和北控燃气队
分获精英组、 卓越组冠军， 北京
电力、 军侨保安、 市交通委获得
精英组2-4名， 戎威远、 华信中
安、 市住建委获卓越组2-4名。

1分钟进球向国安致敬
上周日晚， 北京国安队在工

体主场颇为不可思议地2 ∶0完爆
广州恒大队。 这场胜利注定将成
为北京队历史上的一大经典。 周
日夜工体的比赛21:30左右就结
束了 ， 但是工体的工作人员做
“扫尾” 工作， 一直干到了晚上
23:30左右。

提起周日的比赛， 所有人都
非常兴奋。 由于有5万4000多球
迷到场， 也因为天气炎热， 国安
对恒大比赛当天工体的饮料销售
情况特别好。 比赛踢得精彩， 一
位在工体贵宾厅工作的大姐说：
“中赫国安的老板那天晚上兴奋
极了， 也高兴极了”。

参加职工足球联赛的球员们
很多人也议论起了前一天晚上的
中超联赛， 有位球员说：“10个小
时之前国安和恒大在这里比赛，
10个小时之后我们竟然踏上了同
一片草坪。 ”昨天上午安排的首场
比赛是卓越组华信中安对市住建
委的三四名决赛， 比赛刚刚开始
不到1分钟，市住建委队就打进了
一记漂亮的世界波。 巧的是国安
打进恒大的第一个球也发生在开
场不到1分钟，也进的是工人体育

场南侧的球门， 这个精彩进球仿
佛是在向北京队致敬。 作为这座
城市在足球领域最重要的代表，
北京国安队是所有北京球迷的精
神寄托和榜样， 希望北京队能打
出更多对恒大这样的比赛， 给北
京球迷带来欢愉。

卓越组决赛紧张激烈
昨天职工联赛的重头戏是卓

越组北控燃气对阵戎威远的决
赛， 今年职工联赛分成了精英组
和卓越组， 这是为了让水平更为
接近的球队分在一起进行比赛。
作为卓越组的优秀代表， 北控燃
气队和戎威远队在本次比赛中都
发挥出了较高的水平， 两队打进
决赛也是实至名归。 两支球队都
有本单位职工到场助威， 北控燃
气方面的助威团更是带来了高音
喇叭和大鼓， 那架势让人仿佛到
了奥体中甲北控队的主场。

这场决赛如果用一个关键词
概括， 那就是———胶着。 因为双
方的实力实在是太接近了， 接近
到了几乎没有差距。 上半时两队
互有攻守， 直到半场结束前， 两
支球队的防线才出现一些 “缝
隙”， 双方各击中对方门框一次。
下半时开场后， 北控燃气队发动
了一波非常犀利的攻势， 他们连
续逼得了多个定位球机会。 终于
在第15分钟， 北控燃气队的努力
收到了成果， 北控燃气队的5号
球员突入禁区一脚势大力沉的劲
射， 球擦门梁下沿儿入网。 下半
时第20分钟， 戎威远队获得了本
场最佳的得分机会， 但他们近在
咫尺的射门被神勇的北控燃气门
将扑出。 此后由于天气炎热， 戎
威远队体能下降极大， 再也没有
对北控燃气队的球门构成威胁。
北控燃气队将1∶0的优势保持到
了终场。

让联赛头牌恒大净吞两弹，
国安所展现出来的焕然一新的精
神面貌与施密特出人意料的战术
安排是本场比赛球队取胜的关键
所在。

此役广州恒大淘宝针对中赫
国安做了相应调整： 主动撤下阿
兰作为后手， 试图凭借由徐新、
黄博文、 保利尼奥组成的中场，
掌握控球权， 稳扎稳打， 通过中
路的渗透寻找战机， 同时辅以于
汉超与高拉特的冲击， 给予中赫
国安致命一击。 不过中赫国安却
展现出激进的一面， 通过持续在
中场对对方持球人的逼抢， 以及
通过边中结合对中卫和边后卫间
肋部的不断冲击， 使得斯科拉里
在赛前的部署彻底落空。

在闪电进球后， 中赫国安的
逼抢更加凶悍。在这样的压力下，
恒大的中场双核保利尼奥和黄博
文的传球成功率均在75%以下 ，
这般低效的表现又谈何渗透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恒大几
乎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不得
不迫使巴西老帅接连换上郑龙、
阿兰， 寻求更为简便快捷的得分
方式。但这一改变尚未收获成效，
索里亚诺又在禁区内以一敌四，
梅开二度。战术被克制，士气再遭
打击。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
恒大在下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时，
才完成了本场比赛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脚射正。中场被完全绞杀，同
时遭遇状态正佳的索里亚诺，纵
然大菲尔玄学功底深厚， 也不得
不吞下失利的苦果。

事实上， 施密特的战术并没
有完全成形， 毕竟德国少帅刚刚
上任不到一周。 德国人清楚地意
识到， 自己的球员在个人能力上
是逊于广州恒大淘宝的， 因此他
更加注重整体的力量。 尤其是在
逼抢上， 相较于前几任国安主帅
将扫荡的任务交给专职防守型后
腰， 施密特要求全体球员都参与
到对持球人的绞杀之中， 比赛中
高拉特、 阿兰、 保利尼奥等外援
被两名及以上国安球员包夹的情
景屡见不鲜。 与此同时， 德国人
的到来使得中赫国安的防守硬度
有了显著的提高， 虽然在犯规次
数上略高于广州恒大， 但铲断数
上的遥遥领先已经足以说明国安
拦截的成功。 进攻上， 施密特也
是完成了前国安主帅扎切罗尼快
速进攻的宿愿， 但与意大利人注
重边路进攻不同的是， 德国少帅
更强调中路的进攻。 本场比赛，
国安三分之二的射门都来自中
路，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改变。

虽然主场完胜恒大， 但切勿
忘记德国人的前任何塞在与恒大
的比赛中同样表现不俗。 对于施
密特和他治下的国安队而言， 征
途才刚刚开始。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8日上
午， 第31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
动在北京园博园举行。

卢沟桥醒狮跑是以纪念抗战
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活
动影响力现已延伸到兄弟省市，
参加者包括港澳台同胞、 海外华
侨华人和外国友人。 本次越野跑

在沿线设置 “追忆抗战路” 主题
展板， 展示从1937年全民族抗战
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的重
要战役和英雄人物， 号召大家铭
记历史、 缅怀先烈， 共同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 今年活动
还第一次通过网络进行了直播。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黄宇昊

第31届
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举行

■体育资讯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康德利 王云 ） 近日 ， 中建二局
一公司首届 “拼搏杯” 职工足球
赛在北京中国梦谷落幕 。 公司
华 中 经 理 部 在 冠 亚 军 争 夺 战
中 ， 以3∶1战胜西南经理部夺得
冠军。

此次比赛由该公司工会主
办， 公司第三项目经理部承办。

共有来自公司各单位的12支代表
队参加了本届赛事。 比赛分成4
个小组， 每组3支球队。

据公司工会负责人介绍 ，
“拼搏杯” 职工足球赛、 “超越
杯 ” 职 工 篮 球 赛 作 为 公 司 职
工 文 体活动常态化 、 制度化的
典型， 每年举办一次， 由冠军单
位承办。

中建二局一公司
12支队伍赛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