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古斯托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而且在国安这套战术体系中 ， 他
的状态好与坏决定了球队的成败。
过去整整2个赛季的时间里， 奥古
斯托和比埃拉的组合都是御林军
驰骋中超赛场的保障 ， 无奈这个

赛季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 ， 奥古
斯托长期滞留巴西 ， 这使得他的
赛季备战并不系统 ， 再加上过去
几年时间里比赛数量过多 ， 导致
身体积劳成疾 ， 本赛季伤病频繁
找上门来。 这导致奥古斯托个人
的出勤率和表现大幅度滑坡 ， 同
时也让球队的整个体系运转受到
了影响。

奥古斯托状态下滑带来的不
仅是球队进攻涩滞的问题 ， 另一

方面中场掌控力的下滑也对球队
的防守端造成巨大影响 。 巴西人
本身就不是能够积极参与防守的
球员， 本赛季因为身体状态不佳，
奥古斯托对于防守的贡献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 再加上朴成的受伤，
使得国安原本引以为傲的中场漏
洞百出， 连带着球队肋部防守空
当加大， 成为一个死穴 。 这一点
在亚冠对阵东京和蔚山等队的比
赛中再次暴露出来。

12月15日， 北京中赫国安全队落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正式结束了2020年的所有征
程， 在14天的医学隔离之后， 将会开始放假。 2020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特别的， 国安也
不能免俗。 纵观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的国安， 带来过失望， 也有过欣喜， 最终以中超第3+亚
冠8强的历史最佳战绩结束2020赛季， 也算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 只是， 我们现在还不
知道这支球队该何去何从， 无论是球队的名称， 还是球队的主帅。 希望国安能够在历史最
佳成绩的基础上， 构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纪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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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赫国安2020赛季总结：

差强人意的赛季
期待更好的未来

奥古斯托
问题不得不说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热内西奥
通过几个月的工作， 让国安呈现出
了进步， 他没有很多球迷与媒体说
的那么不堪。

先说他的问题。 热内西奥的临
场指挥始终是个软肋， 他的换人时
间通常都是非常晚的， 很少会在60
分钟之前有什么调整， 这在比赛中
使得球队往往都处在一个较为被动
的局面。 这和热内西奥执教的风格
有关系， 当然也和球队阵容短板有
关系。 不过也并非没有反例， 例如
在亚冠小组赛对阵东京的比赛中让
奥古斯托在下半场拉到边路， 有效
缓解了巴西人在中场中路对于防守
端的影响， 与此同时也最大程度上
发挥了他的进攻才能。

热内西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在较轻松的中超第一阶段， 没有抓
住机会给文达、 刘国博等U23球员
足够的出场时间， 导致后期遭遇到
用人荒时几乎没有任何调整余地和
空间。 热帅在法甲执教时期喜欢提
拔新人， 但是来到中超之后显得有
些畏首畏尾。 这里必须说一下U23
球员的问题， 张玉宁下个赛季将不
符合该政策条件， 但就目前国安的
阵容来看， 除了张玉宁和门将郭全

博之外， 没有U23适龄球员符合球
队首发的要求， 这是一个隐患。

至于肯定的地方， 最主要的就
是打硬仗的功力。 热内西奥在中超
第二阶段和亚冠比赛中， 当球队接
连面对过往几个赛季交手成绩都不
占优势的对手时， 球队在比赛中展
现了绝佳的精神面貌和必胜的决
心。 心态一直是国安的一个短板 ，
但是通过这些对决我们可以看到 ，
国安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也
可以击败那些所谓的苦主。

一个赛季的结束就意味着下赛
季的开始， 球队需要尽快给新赛季
制定出计划。 众所周知， 一支球队
要想有发展， 最忌讳的就是频繁换
帅 。 其实 ， 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
现， 国安历史上唯一能够连续执教
超过2个赛季的教练只有李章洙 。
所以， 国安长期以来都只能 “永远
争第一”， 却很少拿到第一 ， 与换
帅过于频繁， 主帅选择不当是有很
大关系的。

国安是否愿意继续信任这样一
名带队创造了亚冠历史最佳战绩的
教练呢？ 这就要看中赫集团的战术
定力， 以及在俱乐部长远规划方面
的决心了。 中赫已经在盲目换帅的

防守几乎成了这个赛季国安的一
个死穴 ， 当然不光是奥古斯托的原
因。

本赛季开始后， 由于队长于大宝
的状态下滑， 以及外援金玟哉因为此
前的争议事件而心不在焉， 新援杨帆

不受重用， 国安的防线一度告急， 仅
仅是第一阶段就丢掉19个进球， 尤其
是在3轮不胜期间， 国安的每场比赛
都令人胆战心惊。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由于 “奥古
斯托+比埃拉” 这个战术体系运转上
出了问题， 使得球队无论在进攻还是
防守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国安的中场
又缺乏一个覆盖面积很大的后腰队
员， 由于需要给边路球员补防， 球队
的中场防守队员很容易顾此失彼———
当边路的空当被弥补之后， 中路又出
现问题， 反之亦然。 此外， 球队在防
守高空球时落点判断不准的顽疾始终
存在。 在中超第二阶段， 以及亚冠比

赛期间 ， 国安在这方面有了一定好
转， 但是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最
终在对阵蔚山的比赛， 球队还是吃了
防守结构问题的亏。

虽然防守端的问题很大， 但是本
赛季国安的进攻火力全开， 这要得益
于球队的两名前锋巴坎布与张玉宁。

巴坎布此前一直被球迷们吐槽门
前把握机会能力差， 但这也和上赛季
初段他因为外援与U23政策被施密特
晾在板凳上有关系。赛季开始后，巴坎
布火力全开， 即便球队的中场不再像
过往运转十分流畅， 但这位非洲前锋
的脚感依然十分火热。 由于最后一轮
比赛赛前被国家队征召， 巴坎布本赛

季在中超的进球数定格在19场14球。
另外一个球员就是张玉宁。 这位

U23球员在赛季初期曾经很长一段时
间给归化球员阿兰让位， 但随着赛季
深入，张玉宁重返首发阵容，之后他打
出了自己在加盟国安之后状态最好的
一段时间。 与赛季初热内西奥尝试
把他放到边路不同 ， 重返首发的张
玉宁坐稳主力中锋的位置。 尤其是在
对阵山东鲁能的2回合淘汰赛中，张玉
宁完美展现了一名出色的现代型中锋
球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无论是前场做
接应点，还是进球、
助攻都不在
话下。

回顾赛季
攻防有得有失

面向未来
热帅尚能用否

方面吃过一次亏， 应该吸取教训，
希望这次他们不要再吃亏。 只
有尽早确定好主教练 ，
才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
入 到 球 队 的 引 援 上
来， 以求下赛
季能够再次对
球 队 的 目
标 发 起
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