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国安的中场沦为纯靠外援单干

▲王刚被浦和球员“重点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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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亚冠总结：
阵容厚度仍需加强

在2019赛季的亚冠小组赛分组抽签结果
出来之后， 大家就能够看出国安所在的小组
形势并不是很好。 除了泰国霸主球队武里南
联的整体实力较弱以外， 韩国全北现代和日
本浦和红钻无论在纸面实力还是在亚冠比赛
的经验上面， 都够国安喝一壶的， 所以在小
组赛开打之前， 不少球迷对国安的前景表示
担忧。

果然， 首场小组赛国安就在客场1∶3完
败给全北现代， 那场比赛可以说被对手全面
碾压。 然而回到国内赛场的国安立即变了一
个样， 连续的胜利让外界对于球队多了一分
期待。 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国安在本赛
季的第一个主场比赛中迎来了浦和红钻。

这场比赛之前， 浦和在J联赛表现挣扎，
由于国安主场对阵日本球队的历史战绩优
势，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比赛会是一场轻
松的胜利。 确实， 比赛开始之后， 场上的形
势也在向着人们预想的那样发展———国
安 全 面压制了对手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国安却迟迟无法破门， 比赛的形势对国安愈
发不利。 全场多达20脚以上的射门， 而对手
几乎没有任何威胁 。 最终比分定格在0 ∶0，
再加上另一块场地上武里南联于主场爆冷击
败全北现代， 国安在2轮比赛过后就已经被
逼上了绝路。

主客场对阵武里南必须拿满6分， 否则
出线无望。 在第2轮过后， 所有人都达成了
这样的共识。 先客后主对阵武里南的2场小
组赛， 过程有些曲折， 但国安还是顺利拿到
6分， 这让球队有了在主场拼下全北的勇气。
由于球队在国内联赛的强势， 赛前甚至出现
了不少国安可以赢下全北的言论。

但对全北的比赛开场仅仅10分钟之后，
面对对手的中场压迫， 刚刚在广州与恒大完
成一场高强度对抗的国安很快就喘不过气
来。 当金信煜以碾压的方式打进标志性的头
球之后， 所有人都很清楚， 这场比赛国安已
经无力回天。 由于浦和在客场战胜武里南，
所以最后一轮， 国安需要和浦和进行死磕。
不过， 国安只需要一场有进球的平局就可以
出线， 可以说形势还是十分有利的。

进入到5月， 国安虽然在一些比赛中踢
得艰难， 但联赛中始终保持着全胜战绩。 而
浦和却联赛3连败， 在对阵国安这场比赛之
前， 他们轮换多达7名主力队员， 在主场被
湘南3∶2逆转， 联赛排名跌落到第10位。 12
轮联赛仅仅打进12球， 如此乏力的进攻和10
轮比赛狂轰22球的国安不可同日而语， 在加
上双方首回合国安在主场占尽优势， 舆论几
乎一边倒认为国安可以在 客场轻松晋级 。
但不少人忽略了一些问题。 比如国安客场
对阵日本球队的成绩至今只有1胜； 中超球
队从未在浦和的主场赢过球； 国安的伤病和
阵容不整等问题。

比赛开始之后， 由于一次意外， 池忠国
和对方的老队长柏木阳介双双下场， 替换上
场的长泽和辉成为了奇兵。 在那之后， 原本
五五开的场面不断向着主队倾斜。 边路快马
王刚成了愣头青， 巴坎布还在继续他的快乐
足球， 奥古斯托只好单干， 比埃拉则干脆消
失了， 吕鹏一个人不足以撑起中场防守的重
任……0∶3， 国安被打了个灰头土脸。

1∶7， 这是中超领头羊国安在对阵小组
日韩球队所交出的总比分。 可以说是完败，
全面处于下风。 有人会说， 主场与浦和的闷
平不过是运气不佳， 但足球场上看重的是结
果， 全场20多脚射门换不来3个积分， 讨论
其他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而这场比赛苦
涩的失利背后也能够引出一些老生常谈
的话题： 我们与日韩球队的差距究竟有多
大， 以及国安的真实实力能有几何？

对战日韩全面处于下风
“我们很想留在亚冠

赛场上， 但很可惜在小组
赛的阶段， 我们没有能够
拿到小组前两名， 晋级之
后的淘汰赛。 我们总体来
说做得不错， 但一直欠缺
一些细节， 所以最后是全
北现代和 浦 和 红 钻 晋 级
淘汰赛。 我们从这些比赛
中学到很多， 也会继续进
步。 这就是我对小组赛6场
比赛的看法， 球队还会继
续努力。”

5月21日晚的埼玉世界
杯球场， 在中超联赛中顺
风顺水的北京中赫国安0∶3
惨败在两届亚冠冠军、 近
期已经在J联赛3连败的浦
和红钻脚下。 在时隔多年
重返亚冠舞台之后， 御林
军却在小组赛结束即宣告
出局。 这是一个苦涩的结
果， 就如同主帅施密特所
言， 国安与这个小组中的
日韩对手之间， 还有着非
常大的差距， 自身也有一
定短板， 这都是国安需要
去重视的。

缺乏后手
阵容厚度依旧是短板

首先，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 国安
与日韩俱乐部球队之间的差距， 就像中
国国家队与日韩国家队之间的差距。 这
条鸿沟是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弥补的。

对阵全北的2场比赛， 国安引以为傲
的中场始终被对手压制着。 对手的全韩
班可以轻松锁死国安拥有2名超级外援领
衔的中场。 在中超联赛中， 2到3名国内
球员对奥古斯托、 比埃拉等人进行围抢
时， 他们总能找到突破口， 但韩国球员
不会给这种机会。 当进攻的起点被堵死，
等待国安的只有死路一条。

国安客场完败给浦和， 可以说是6场
小组赛中表现最糟糕的一场比赛。 3个丢
球和心态有关， 和池忠国的因伤下场有
关，也和中日球员之间个人意识能力的差
距有关。 例如，当对手不给王刚突破空间

时， 这匹边路快马脚下技术的粗糙就暴
露无遗， 而他也成为了这场比赛中浦和
队员的 “重点关照对象”。 当张稀哲这个
本土技术流中场缺阵时， 国安的中场就
沦为纯靠外援单干， 毫无整体性可言。

除了本土球员与日韩球员的差距之
外， 国安看似兵强马壮的阵容也在近期
不断暴露问题———主力替补之间的差距
过大， 这让主教练根本没有任何调整空
间。 国安的战术打法对于主力框架中的
每一名关键球员都极其依赖。 这也是施
密特面对连续作战始终不敢进行大幅度
轮换的原因。 在中超， 队员们习惯了李
可在中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 但是到了
亚冠赛场没有了李可， 池忠国又因伤下
场， 吕鹏一个人又怎么能够解决问题？

类似李可的例子， 在国安队的很多

位置上都存在着。 最近一段时间， 伤病
开始不断找上门来， 但张玉宁、 王刚等
球员还是要硬挺着， 因为他们对于球队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们上与不上， 球
队可以说是判若两队。 这就是目前国安
最大的问题， 也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亚冠的出局让国安清楚认识到自身
的短板， 也算是一种解脱———此后不用
再为多线作战奔波。 周末球队就要客场
挑战另一个联赛争冠对手上海上港。 亚
冠出局不是世界末日， 只要尽快调整好
心态和状态， 剩下的2/3赛季还是值得期
待和争取的。

茛施密特找不到任何调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