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有阿兰、 雷纳
尔迪尼奥的天津天海纸
面实力并不弱

施密特的新任务：
适度轮换+研究新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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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体静候故人归
□纪盈达

中超联赛
北京中赫国安VS天津天海

今日19:35

■赛事推荐

如果单纯让一名球迷预测这场比赛的
结果， 相信鲜有人认为天海能够取胜， 甚
至拿分都是一种奢望。 即使他们的前身权
健在过去2个赛季对阵国安的成绩值得骄
傲， 但此一时彼一时， 双方的现状已经不
可同日而语。

作为一支保级球队， 面对当今联赛中
最具统治力的球队， 究竟要作何准备， 确
切地说是 “挣扎”， 才能够从工体更加体
面地离开， 相信对于每一个教练员都是很
头痛的事情。

上一轮， 深圳客场挑战国安。 赛前球
队主帅卡罗信誓旦旦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
御林军的弱点， 开场之后他命队员效仿此
前恒大与全北利用高强度逼抢的方式限制
国安中场的办法， 但无奈深圳队球员能力
有限， 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战术思路。 最
后只能0∶3悻悻而归。

沈祥福有办法吗？ 从过去9轮比赛的
表现来看， 恐怕很难。

天海至今只是在客场战胜了同样近况
不佳的申花 ， 其余比赛非平即负 。 事实
上， 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不少比赛中
天海表现并不像结果那样糟糕， 毕竟这是
一支拥有阿兰、 雷纳尔迪尼奥、 王永珀、
郑达伦等优秀球员的队伍。 但导致球队不
能赢球，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出在了沈祥
福保守的战术上面。 对阵重庆斯威、 天津
泰达的比赛， 都是天海在有不少机会的情
况下主动龟缩 ， 导致丢分 。 王永珀曾表
示： “以往的比赛， 我们领先后没有再打
第二个、 第三个的想法， 以后的比赛中，
这种进攻的劲头不能丢， 毕竟进攻才是最
好的防守。”

但沈祥福选择龟缩恐怕也有自己的苦
衷。 主场对阵联赛中防守最烂的富力， 沈
祥福改变了思路， 让球队主动出击， 然而
自家后院着火， 被对手先进球， 最后还是
输掉了比赛。 于是， 现在的天海陷入了两
难境地———防守还是进攻？ 似乎哪个也无
法完全摆脱当下的窘境 。 对阵本赛季
攻防两端都十分犀利的国安， 沈祥福真
的很纠结。

今晚， 中超BIG4率先开球。 领头羊北京中赫国安将要在主场对阵天津天海。
这场比赛对于国安来说， 理应是一场简单的比赛。 毕竟他们已经在联赛豪

取9连胜， 不断刷新着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的赛季开局连胜纪录。 而天津天海在过
去9轮比赛只拿到了1胜4平4负的糟糕成绩， 目前领先降级区2分。 但熟悉中国足
球的球迷都很清楚， 天海现如今的成绩和纸面实力是极其不符的， 况且在国安
分心亚冠的时候， 几乎陷入绝境的天海在客场作战时未必会没有想法。 所以，
这场看似平淡的比赛看点还是非常多的。

国安主帅施密特近期也有全新的
任务，简单来说就是在保障能够确保
3分的情况下，做出适当的轮换，并且
尝试研究新的战术打法和人员配置。

轮换是因为球队目前正处在魔鬼
赛程的关键时期， 人员方面的 “以不
变应万变” 很显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想
法， 在一些并不十分要劲的比赛中给
予一部分主力队员适当的休整机会，
何乐而不为 ？ 最近一段时间 ， 巴坎
布、 比埃拉、 金玟哉这3名外援都得
到了轮换， 确保核心力量在关键时刻
能够拥有充沛的体能和战斗力。

另外一方面， 球队在关键位置上
的伤病也是做出轮换的原因， 最典型
的就是王刚。 这名边路快马在目前球
队阵中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但近期
他的身体状况不是非常理想， 在对阵
全北的亚冠比赛中表现也比较挣扎。
为了应付漫长的赛季， 在李可也能打
边后卫的情况下， 王刚这样的核武器
还是应该尽可能等到完全恢复再上场
比赛。

当然， 轮换也要适度， 毕竟不能
够拿成绩开玩笑。 而且有些队员的特
点并不适合轮换， 一旦固有的比赛节
奏被打乱， 再找到状态就很难了。 例
如不少球迷都在吐槽施密特不给奥古
斯托休息时间 。 这里面也有两个原
因。 首先， 作为一名职业素养极高，
求胜欲望强烈的球员， 奥古斯托本人
在没有伤病的前提下是不愿意休战
的。 另外， 施密特目前也没有找到能
够很好替代奥古斯托的人物， 相较于
其他3名外援， 巴西人拥有着更高的
不可替代性。

试验全新的战术打法同样重要。
首先， 在6月将会有非洲杯和美洲杯
的赛事， 届时巴坎布和奥古斯托大概
率会回到国家队参赛， 两名核心外援
的缺阵对于国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而且，张玉宁与郭全博也入选了国
奥参加土伦杯的大名单， 这都会对国
安的战斗力造成影响。 从现在开始就
在一些对阵中下游球队的比赛中做试
验， 不失为一种未雨绸缪。 在与深圳
的比赛中， 国安就尝试了直接后场传
球打对方后卫身后的办法， 也收获了
不错的效果。

“下一场比赛是星期五， 其实中
间没有太多时间， 接下来就是去日本
打亚冠客场， 但相比之前我们能有4
天的时间调整， 对于球员恢复还算是
比较充裕的， 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进行
太多的战术训练， 但我们可以通过及
时的调整来达到之前演练的战术 。”
在上轮联赛赛后， 施密特如是说。

我们先把目光对准天津天海的主教
练， 曾经两度执教北京国安的沈祥福。

在北京足球圈， 沈祥福的名字如雷贯
耳， 人们都习惯叫他 “老好人”。 就像这
次执教天津天海一样， 他过去两次在国安
带队， 同样是 “临危受命”。 1998年， 沈
祥福和他的 “十八棵青松” 挽救了被迫需
要人员大换血的北京国安。 以杨璞、 徐云
龙为首的一批好苗子再加上至今被京城球
迷津津乐道的 “三杆洋枪 ”， 让国安在
1998、 1999连续2个赛季都收获了相对不
错的成绩。 超霸杯掀翻大连万达， 捧得甲
A联赛季军等， 都是那支国安留给人们的
美好回忆。

乔里奇的到来让 “祥子” 卸任。 5年
之后， 在又一批老队员退役离开， 球队面

临青黄不接窘境的时候， 接过烂摊
子的人还是沈祥福。 在中超元年，
国安只拿到了联赛第7， 球队的战
斗力很低。但“祥子”到队之后，主动
改变了球队的技战术打法， 获得成
效。 2005年联赛第6，2006年联赛季
军， 让国安完成了平稳过度。

这就是沈祥福， 一个老好人，
就像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无
论在国安 ， 还是之后的国字号球
队， 他都在努力扮演着一个 “好人” 的角
色。不得不承认的是，他是一个专业体质下
成长起来的老派教练员， 在如今充斥着高
水平外援和欧美教练员的中超， 他已经跟
不上形势， 但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
还是值得被人们肯定。

故人归来，别来无恙

巴坎布和奥古斯托或将被国家队征召

荩故人沈祥福

死板的天海会做怎样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