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彧

北京中赫国安主场2 ∶1力克
河南建业， 由于本轮广州恒大输
球， 国安队也得以独占积分榜头
名。 尽管比赛踢得并不轻松， 但
国安队还是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
趋势。

河南队给国安队确实制造了
很大的麻烦， 以往我们对河南队
的印象就是密集防守 “摆大巴”。
这场比赛河南队依然以守为主，
不过他们的这种守并不是 “保
守”， 河南队踢的是侵略性极强
的防守反击。 河南队从中前场就
开始紧逼， 国安队本赛季第一次
感觉到了控制中场的困难， 这种
感觉在面对上港、 浦和、 江苏队
等强队时都没有遇到， 也就是亚
冠同全北队那场球有 “同感 ”。
河南队的反击也非常犀利， 他们
的外援三叉戟伊沃、 奥汉德扎和
巴索戈各有特点， 伊沃组织能力
强、 奥汉德扎非常强壮、 巴索戈
有速度。 在对手的施压下， 国安
队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顺畅。 不
过， 从整体实力上说， 河南队无
法和国安队相比， 虽然没有形成
“碾压”， 但国安队还是顺利通过
了河南队这道 “路口”。

本场比赛之前， 国安队的阵
容并不算完整。 主力中锋张玉宁
伤缺未进大名单， 中卫于洋上一
场比赛吃到红牌作壁上观。 由于

联赛的U23政策， 国安队也只能
先派上年轻门将郭全博镇守球
门， 这也是国安队本赛季在人员
上第一次出现较大规模的不整。
不过， 国安队的阵容厚度经受住
了考验。 尽管这几名主力球员缺
阵， 但国安队顶上来的球员依然
具备很强的实力。

本赛季施密特 “很难” 排出
连续两场相同的阵容， 这并不是
德国人没有确定主力阵容或者犹
豫不定， 而是国安队面对多线作
战， 必须把手下这帮强将排开才
可以应对疲劳作战。 像李可这种
球员的存在非常重要， 虽然他没
有亚冠报名， 但以他的实力足以
独当一面， 在 “损耗率” 最高的
中场， 有这样的轮换球员很可能
在赛季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甚
至国安队的U23球员都显得 “技
高一筹”， 像郭全博、 张玉宁即
使没有U23政策也具备打主力的
能力， 王子铭也经常可以为球队
做出贡献。

这是近几年最 “兵多将广”
的一支国安队。 以前我们总是说
恒大队的板凳深度冠绝中超， 现
如今这支国安队的阵容厚度在中
超也堪称豪华。 施密特面对的是
“幸福的烦恼”， 国安队的板凳上
还有着不少 “宝藏”， 施密特应
该更充分利用这些替补球员。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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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 在北京人和与广州恒大这场
赛前舆论一边倒的比赛中， 联赛
副班长北京人和主场2 ∶1战胜已
经取得四场连胜的广州恒大， 夺
得本赛季首场胜利的同时， 也终
止 了 球 队 四 轮 联 赛 未 获 一 个
积 分 的尴尬局面 。 这场胜利让
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人和主帅斯
塔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如何吸
取经验教训让这场胜利转化为
本 赛 季 保级成功的转折之战 ，
将是斯塔诺接下来急需尽快解决
的问题。

本场比赛对斯塔诺而言无疑
是一场生死之战， 毕竟如果执教
球队连续五轮比赛无法获取积
分， 不管是对球队抑或是球迷来
说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这场比赛
面对的偏偏就是联赛领头羊广州
恒大， 加之本队中场核心奥古斯
托赴西班牙检查无法参加比赛，
让本就人手匮乏的北京人和雪上
加霜。 而这场比赛的剧情似乎在
赛前就已经走向人和脆败， 斯塔
诺下课的结局。

赛前北京人和展现哀兵姿

态 ， 发布了 “心坚石穿 ” 的海
报。 为自己打气的同时， 也确定
了力拼恒大， 捍卫丰体的决心。
与此同时， 球队一反常态地取消
了赛前的踩场训练， 虽然斯塔诺
表示， “并没有特殊原因， 只为
减少往返训练带来的球员体能消
耗。” 但显然并不能排除被对手
探听战术的原因。 斯塔诺承载的
压力可见一斑。

比赛中北京人和以稳固防守
为主， 不过在开场后不久迎来了
本场比赛的转折点———保利尼奥
因抬腿过高踢伤罗歆被主裁判王
迪红牌罚下， 虽然此后杨立渝为
广州恒大拔得头筹， 但10人应战
的恒大体力透支的情况也显露无
疑。 在两个半场的尾声阶段被人
和攻入两球， 终结球队连胜的同
时， 也打破了本赛季联赛不失球
金身。

虽然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但北京人和自身的问题仍在比赛
中显现， 比如二次布防混乱的老
毛病， 而这点也直接导致了本场
比赛杨立渝的头球破门。 再比如
关键一传和临门一脚能力有所欠

缺的顽疾， 外援与球队磨合仍然
不畅等问题。

不管怎样人和将士依靠争胜
的血性和一些运气赢得了这场关
键比赛的胜利， 虽然赛前斯塔诺
称这场比赛就是要拼下三分，但
在比赛尾声阶段用后卫刘博洋换
下阿鲁克即可以看出平局对塞尔
维亚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而陈
杰的绝杀则绝对是个意外的惊

喜。对于这个进球，陈杰说：“确实
没有想到，我们是先做好防守，但
是机会来了，也没想到进了。 ”

对于中超二年级的北京人和
来说， 保级仍然是球队本赛季的
首要任务， 但是想要完成保级，
显然不能每场比赛都依靠运气。
相较于广州恒大成熟的攻防体
系， 队员对主教练技战术安排的
贯彻执行程度， 北京人和所展现

出来的混乱与固有顽疾需要斯塔
诺在现有人员基础上尽快找到变
通方式去解决。

就在陈杰进球不久之前， 人
和门前危机频传， 丰体响起整齐
的 “斯塔诺下课” 口号。 而这一
粒金子般的进球在拯救球队的同
时也暂时挽救了斯塔诺。 能够连
续两个赛季主场双杀广州恒大，
对于人和的士气提振将起到极为
积极的作用， 斯塔诺说： “在战
胜这么强大的一支球队后给了我
们很大的信心。 这也预示着之后
的几轮比赛我们会越踢越好， 朝
着好的方向前进。”

正如北京人和主教练所言，
球队最困难的一段赛程暂告结
束， 人和接下来的对手包括中甲
时期的 “老熟人” 深圳佳兆业、
近况不佳的河北华夏幸福， 以及
河南建业、 重庆斯威等， 实力伯
仲之间， 这可以给北京人和与斯
塔诺喘息机会进行调整。

斯塔诺接下来能否如其所言
率队 “越踢越好”， 并最终治好
“二年级综合征 ” 呢 ？ 唯有祝
“北京老朋友” 好运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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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兵多多将将广广才才能能

克林斯曼是谁？ 他是1990
年世界杯上攻入三球、 助力德
国队夺冠的 “金色轰炸机 ”，
亦 是 执 教 过 德 国 国 家 队 、
拜 仁 慕尼黑 、 美国国家队的
知名教头。

12日至14日， 克林斯曼作
为德甲特邀大使开始首次中国
行 ， 参与PP体育和德甲共同
发起的德国足球文化月活动。
期间， 克林斯曼与球迷共进晚
餐、 登长城秀球技、 走进校园
关注青训 ， 14日晚他还化身
PP体育记者 ， 报道北京国安
和河南建业的中超比赛， 并采
访老朋友国安主帅施密特。

目前恰逢中国男足帅位空
缺， 克林斯曼此时造访不免让
外界浮想联翩。 14日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 媒体最关心的话题
便是克林斯曼是否会来华执教
国足。

球员时代的克林斯曼履历
十分丰富， 俱乐部生涯中曾转
战德、意、英、法四大顶尖联赛，
均有着不俗的表现； 国家队比
赛中，他在世界杯上打入11球，
欧洲杯打进5球，代表国家队共
出战108场，进球47个。 这位大
场面球员被誉为世界足球史上
最强大的前锋之一。

2004年克林斯曼出任德国
国家队主教练 ， 带领球队在
2006年本土世界杯上获得季
军； 2008年担任拜仁慕尼黑教
头， 2011年又走马上任美国男
足主帅， 带领美国队跻身2014
年世界杯决赛圈， 并在德国、
葡萄牙、 加纳的 “死亡之组”
中突围， 晋级16强。

虽然比赛和执教经验丰
富 ， 但克林斯曼仍对记者表
示， 不能简单地将足球经验复
制粘贴。 “从青训到联赛， 中
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都很大，
美国近年来足球发展也有了新
变化， 对18岁至20岁年龄段更
加重视， 所以不能简单地比较
各国之间足球发展。”

克林斯曼一再强调， 需要
在了解一国足球发展的基础上
才能很好地做出决策， 所以当
被记者问及中国青训、 联赛以
及教练培训等方面时， 克林斯
曼说 ：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
京， 我还不了解中国的文化，
对中超也不是特别熟悉， 当我
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必须要对
一切都很熟悉才行。”

但他又同时表示， 一切都
有可能。 “我经常说， 自己甚
至都没有想过会执教德国队，
也没有想过会执教美国队和拜
仁慕尼黑 ， 但后来我都做到
了， 所以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化身PP体育记者期间， 克
林斯曼亲自编写新闻， 向广大
中国球迷发送了一条独家资
讯。 “这是来自PP体育实习记
者尤尔根·克林斯曼的报道 ：
非常感谢PP体育邀请我， 也希
望你们和我一样感觉到足球的
快乐， 同时也感谢德甲联赛可
以让我来到北京。”

克林斯曼说， 他喜欢尝试
新鲜事物， 一直保持着一颗好
奇心。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
生什么， 但只要思想开阔， 任
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时间会
证明一切！” (中新)

执教国足？
克林斯曼：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关关键键之之战战胜胜得得侥侥幸幸 人人和和仍仍需需思思考考变变通通之之路路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