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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和：王刚的“即插即用”并非偶然
在主场战胜武汉卓尔后， 北

京人和队主教练路易斯抱住身边
的工作人员， 激动得像个孩子。
的确， 西班牙人应该高兴， 在联
赛尾期的魔鬼赛程中， 北京人和
在直面青岛黄海、 大连一方、 武
汉卓尔等冲超直接竞争对手的战
斗中， 取得了三场连胜， 与领头
羊大连一方的差距不过两分， 冲
超形势一片大好。 这样的形势在
赛季初着实令人难以想象。 能够
走到如今这一步， 新帅路易斯用
兵如神自是一方面原因， 而更为
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北京人和人员
配置合理， 且新血能够源源补充
上来。

上场联赛对阵大连一方的时
候， 最近发挥相当抢眼的人和外
援马西卡因伤赛季报销。 在赛季
即将收官的搏命阶段， 尤其是面
对连续挑战强队的魔鬼赛程， 减
员为人和的前路罩上一层阴影。

谁能代替马西卡？
在本场对阵武汉卓尔之前， 主

教练路易斯说要在人员方面给武
汉队带来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就是

王刚， 正是他顶上了马西卡的位
置并在本场比赛中取得了唯一的
进球， 帮助人和全取三分。

王刚的 “即插即用” 并非偶
然， 这位曾经在葡萄牙留洋， 还
入选过国奥队的前鲁能队员， 曾
一度被球迷非常看好， 脚下技术
的出色在本场比赛中也淋漓尽致
地体现出来： 在比赛中他连过两
名防守队员， 将球捅进球网。 而
在主力边锋马西卡伤退后， 王刚
能够站出来并取得进球， 也体现
出北京人和板凳之深令中甲各队
叹为观止。

虽然最近两年中甲不少球队
都力图复制恒大、 权健的模式，
走高投入高产出的道路， 但在高
投入下虽然纸面的首发阵容令人
惊叹， 然而一旦面对人员轮换，
各队便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 就
比如周六的武汉卓尔， 莫雷罗在
不在场可以说判若两队。 而北京
人和本赛季也时常遭遇球队主力
球员不在阵中的情况， 路易斯刚
接手人和饶伟辉便停赛5场， 随
后史亮又伤缺了2场， 接着伊沃

又伤了6场， 然后里皮又调走邓
涵文2场， 现在马西卡又赛季报
销。 整个赛季北京人和可以说伤
停不断， 路易斯却对在关键的时
刻总会有人顶上来充满自信， 因
为他 “手下有一大把人可以选”。

这样的底气一方面是因为作
为曾经的中超球队， 人和底蕴犹

在， 以前的老队员们在队中充分
发挥了老大哥的带头作用， 就像
本场比赛，面对卓尔的反击，张烈
的神勇扑救帮助球队稳住阵脚最
终取胜。 另一方面就是人和在青
训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 在如今
联赛U23政策的重压之下， 人和
就像一朵“奇葩”，非但没有为政

策所累， 球队反倒以年轻球员为
主打天下，饶伟辉、邓涵文、向汉
天、甘超、曹永竞……这些人和队
青训结出的果实让球队品尝到了
收获的喜悦， 在各个位置上都有
年轻球员进行竞争增加了球队深
度以及球员选择面。 而人和的青
训也并非到此为止， 就在几个月
前，人和03年龄段梯队7人入选了
U14国家队。 这些国家队的未来
之星对于培养他们的球队自身将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显而易见。

虽然青训费时费力， 又不会
在短时间内见效， 但青训是一队
之本， 一旦青训步入良性循环的
正轨， 为球队的发展， 甚至是百
年球队的建设将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也许像巴塞罗那、 阿贾克
斯等这样的球星摇篮太过遥远，
但北京人和如今取得的成就也足
可以成为各队的表率。

如今的北京人和老中青三代
球员齐聚一堂， 且有青训出来的
新血源源不断进行补充， 能够在
现今 “以钱论事” 的足球环境中
脱颖而出， 也并非偶然。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昨天，
2017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在北京
市丰台区开赛。 来自34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2000名中外运动员展
开 “钢铁较量”。

经过六年时间的积淀， “北
铁” 蜚声海内外， 本届赛事有来
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00名

中外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 奥运
选手宝拉·芬得利、 本·肖、 阿娜
卡·詹金斯 、 莱恩·费舍尔和方
舟 ， 以及备受关注的 “北铁 ”
选手卡梅伦·戴和仲梦颖等职业
运动员首次出现在参赛名单上。
而往届的 “北铁” 冠军们， 包括
劳伦·高丝和艾瑞克·拉格斯多

姆， 今年也将再次向最高荣誉发
起挑战。

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分为游
泳 、 自行车 、 跑步三项 ， 比赛
起、 终点均设在园博园内， 运动
与美景相结合， 让铁人三项赛不
再枯燥。

陈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9月
9日下午， 2017国际垂直马拉松
北京公开赛在北京金地中心举
行。 赛事由建外街道总工会以及
北京金地中心共同主办 ， 超过
500名选手共同对168米的高度发
起挑战。

本次比赛场地北京金地中心
A座写字楼高达168米 ， 共有40
层、1200个阶梯，是CBD商务的地
标性建筑之一。超过500名来自全
国各地以及海外的选手参与，在

垂直于天空的跑道上一决高下。
为鼓励更多职工会员参与这

项活动， 今年赛事特地为朝阳区
建外地区工会会员开展了体验组
的比赛， 让参与的会员们更好地
感受垂直马拉松的乐趣与魅力，
共享一次集健康与欢乐于一体的
体育盛宴。

记者了解到， 本次赛事的专
业男女子组前三名的选手， 将获
得直通即将于11月举行的国际垂
直马拉松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此

次体验组近60名工会会员报名参
加， 也分别决出了男子、 女子前
三名。

垂直马拉松运动集竞技性与
趣味性一体。 在激烈的速度比拼
之外， 选手也享受了一次玩乐之
旅。 赛事主办方建外地区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比赛的举
办， 向商务人群和工会会员传递
一种时尚健康的工作生活理念和
“不畏艰险、 勇于攀登、 永不言
弃” 的体育精神。

昨天， 北汽集团第六届职工运动会田径比赛暨闭幕式在石景山体
育场举行。 第六届职工运动会是北汽集团开展文体活动的一次创新，
将以往运动会的五年一届改为五年内完成运动会所有比赛项目。 循序
渐进的比赛节奏更加符合北汽集团实际工作的需要。 自2014年6月7日
运动会开幕以来， 吸引了1000余名选手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张瞳 ） “大
家跟着我做， 动作放轻松， 均匀
呼吸……” 教练轻柔的声音伴着
舒缓的音乐从戎威远安全服务集
团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传出来， 30
余名女保安员在瑜伽垫上缓缓地
伸展身体……另外一处， 青龙湖
交通协勤辅警郝辉项目部中， 强
劲的音乐， 几十名保安员跟着教
练一起跳健美操。 这静与动的一
幕幕场景正是借助2017年丰台区
总工会专项资金支持的 “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保安人员体育健
身” 项目， 戎威远安全服务集团
公司工会在公司所属项目部开展
了 “强身体魄， 与民同安” 职工
健身活动。

据了解， 这次健身活动共有
两个项目： 瑜伽和健身操。 9月8
日至10日， 该公司工会利用三天
的时间， 分别在戎威远安全服务
集团公司总部、 北京市第二人民
检察院夏振浩项目部、 青龙湖交

通协勤辅警郝辉项目部、 星光影
视城赵青项目部和石景山教委郭
健项目部开展。 活动共计参加人
数150人， 每周训练1次/2小时，
共8次， 为期两个月训练， 结束
后进行汇报表演 。 戎威远工会
主席张凤文说： “在丰台区总工
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 为我公
司开展保安员体育健身活动， 并
拨付专款， 通过开展体育健身活
动让保安员在专业教师的指导
下， 掌握一门运动技能， 增强身
体素质， 通过运动， 让大家彼此
熟悉， 从而促进工作上的默契与
配合。”

培训中， 瑜伽教练和健身操
老师细致讲解， 亲身示范， 充分
调动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 学员
们边学边练。 在老师的带领下，
大家掌握了其中的动作要领。 课
下保安员说： “第一次练就深深
爱上这项运动 ， 老师特别有耐
心， 我们都喜欢跟着老师学习。”

保安员中掀起健身热潮

2017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开赛

2000余中外运动员展“钢铁较量”

垂马北京公开赛金地中心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