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诸位看官
是否满意 ， 国安在

夏天的 “抢救
性引援 ” 也只

能够告一段
落 。 指望新
人在周五就
能够出场比
赛 力 挽 狂
澜 ， 或者是

新任主帅热内西奥在本轮联赛
突发奇想， 研究出全新的技战
术体系都不大现实 。 对阵华
夏 ， 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心
态， 用好手里现有的牌面。 这
已经不是本赛季我们第一次强
调国安队的心态问题， 虽然在
2019年有了不小的改观， 但这
支球队在历史上对抗难关时 ，
往往显得气质不足， 不得不让
球迷为他们在当下这种困难的
局面下捏一把汗。

施密特治下的球队的问题
显而易见： 战术僵化、 伤病爆
发、 球员自信心缺失。 战术问
题在短时间内已经难以解决 ，
毕竟新帅才刚刚就位 。 所以 ，
就要用手中目前可以用的球员
来解决剩下2个问题。

球员伤病方面， 对于球队
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张稀哲和比
埃拉 ， 2人的缺阵直接让球队
失去了主心骨 。 尤其是后者 ，

作为球队当下进攻体系的新核
心人物 ， 比埃拉受伤之后的3
场比赛， 国安的攻击火力急转
直下， 仅仅由目前状态并不出
色的巴坎布打进一球， 球队前
场的运转接近于瘫痪。 当中场
优势不在的时候， 国安的威力
也就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如何改变当下的窘境， 归
根结底还是需要教练求变。 这
种变， 很难翻天覆地， 但需要
在小修小补的情况下变得果断
一些。 例如让李可前提， 更多
参与到进攻之中， 充分开发后
者的进攻能力 。 也要给2名在
过去都在国安打过主力的本土
后卫于洋和雷腾龙充分信任 ，
放弃用于大宝打中后卫的方
式。 毕竟这名老将近期在后场
被对手速度型球员轻松突破不
是一次两次， 这是一个很大的
防守隐患。

不过话说回来， 热内西奥
究竟对国安， 对中超了解到什
么程度， 周末是否由他来进行
现场指挥 ， 这都是一个未知
数。 所以， 在这方面还需要静
观其变。 上述的一些前瞻性内
容也都是建立在维持稳定， 暂
时延续施密特的用人习惯和战
术打法情况下， 所作出的预判
和猜测。

而最受球迷关注的巴坎

布， 情况比较复杂。 虽然在对
阵山东鲁能的足协杯和对河南
建业的联赛中， 他的表现都值
得称道， 但很显然前不久还能
于非洲杯进球的巴坎布在中国
赛场缺乏足够的自信和运气 。
在对阵河南建业比赛中， 几次
反击中他的射门威胁很大， 但
最终不是差之毫厘就是被对手
门将拒绝。 本周的对手华夏幸
福一旦启用国安的外租门将池
文一来把守大门， 很有可能会
再次出现 “门将开挂 ”， 这无
疑会加大球队的比赛难度， 这
方面的困难要提前做好心理准
备 。 毕竟看最近2轮联赛 ， 国
安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 机
会也比对手多， 但把握机会能
力确实令人头疼。

虽然当下国安的争冠形势
并不被外界看好， 竞争对手的
状态十分强劲， 但联赛还有10
轮比赛 ， 远没有到放弃的时
候。 在下周末， 国安即将迎来
广州恒大的挑战， 这是一场能
够决定国安本赛季命运的比
赛， 所以一定要利用好对阵华
夏的这场比赛恢复信心， 以便
让球队能够以一种饱满的状态
去面对强敌。 相比于短时间内
调整教练， 更换强援， 这种心
理上的优势建立往往在硬仗里
更加有效果。

□纪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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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夏季转会窗
口 ， 河北华夏幸福更换了外
援。 他们签入了和重庆斯威解
约的 “小摩托” 费尔南多， 将
摩洛哥前锋卡埃比送回国。 在
“小摩托 ” 到队之后的2场联
赛， 主帅谢峰都排出了十分偏
向于进攻的三前锋阵型———费
尔南多、 马尔康、 董学升组成
三叉戟。 华夏的得分能力也较
过去有了明显提升， 连续2个
主场2∶2战平天津天海 ， 并在
一周之后3∶0大胜重庆斯威。

3名前锋， 二高一快， 这
让华夏在进攻端有了强有力的
保障。 起码这3名球员的特点
都是国安队十分 “畏惧” 的。

马尔康是2018赛季韩国K
联赛的金靴奖得主， 但是在年
初来到中超联赛之后， 由于自
身身体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
长时间水土不服。 但近期已经
找回了昔日状态， 最近5轮比
赛中， 有4场都直接参与到了
进球之中。 对阵申花和重庆，
马尔康分别进球， 对阵深圳和
天海则是助攻队友破门。 只有
在0∶3输给上港的比赛中 ， 马
尔康并无太大作为。

“小摩托” 费尔南多
对于中超联赛不存在任何
适应问题， 这名足以将自
己写进山城足球历史的功
勋外援， 在转投华夏之后
依旧保持了良好的状态。
在首秀对阵天海的比赛
中， 就打进一球。 来到中
超已经4年的时间， “小
摩托” 总共6次对阵国安，
即便从未攻破国安大门，
但他为队友送上助攻的2
场比赛， 重庆都战胜了国安。
而他这种擅长拿球突破， 速度
极快的类型， 也是目前人困马
乏的国安最为头疼的。

由于马尔康的存在， 董学
升的位置稍稍有了一些变化。
比赛中， 他会适当回撤到中场
扮演一个拿球队员的角色。 当
然， 他最强悍的地方还是
在禁区内的头球争顶。 和
马尔康搭档的次数多了，
董学升和这名巴西前锋也
有了默契。 最近5场联赛，
除了对上港的比赛之外，
董学升全部有进球或助
攻， 状态十分火热。 对阵
深圳的比赛， 董学升破门
就是来自马尔康的头球摆
渡； 对天海， 他和马尔康
之间又成功连线； 上一轮
主场大胜重庆， 董学升终
于投桃报李， 给马尔康送
上助攻。

不过， 进攻三叉戟的
能力强悍， 但华夏的中场
相对薄弱， 缺乏擅长传威
胁球的队员。 在这方面，
除了倚仗前锋队员之间的
“内部转化” 之外， 就是
中场老将马斯切拉诺和2
个边路张呈栋和姜至鹏的
插上。 相对来说， 这方面
能够给国安的防守压力减
小一些。

大变脸想继续冲击冠军？

国安先要挺过华夏这一关

7月的最后一天， 北京中赫国安官方宣布了新外援和全新的主教练。 此举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为争夺
联赛冠军做最后的努力。 就在这波官宣不到48小时之后， 球队就要在主场迎战河北华夏幸福。 但这一关却
并不那么好过。

华夏三前锋难防

国安心态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