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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稀哲助国安“拨云见日”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侯森 分： 几乎没有表现机
会，大连队的攻击力实在太孱弱了。

金泰延 分：踢得有些吃力，
补时阶段疑似手球裁判看过VAR
后否决了点球。金泰延确实很拼，但
身体条件有限， 难以起到王刚那种
作用。

于洋 分： 没有另一名中卫
于大宝“上镜率”高，单欢欢这个级
别的前锋， 对于洋这样的国脚级中
卫来说，更像是隔靴搔痒。

于大宝 分： 为阻止
林良铭的突破吃到黄牌， 从当时的
场面看，那张牌不得不吃。多次上抢
成功，显得比以前踢得更有霸气。

李磊 分：左路的永动机，上
半时进攻不顺， 也没有摧垮他的斗
志。下半时奉献了一记助攻，上一场
进球、这一场助攻，李磊在球队里的
作用愈发重要。

张稀哲 分： 看了上
半时，会觉得他又要踢一场“默默无
闻”的比赛。下半时推到前腰位置的
张稀哲，于无声处听惊雷，梅开二度
成了比赛最大的功臣。

池忠国 分： 只能说中规中
矩， 上半时一度感觉他可能站不住
位置，好在对手太弱了，没有对他形
成针对性的打击。

高天意 分： 有不足
的地方， 比如禁区内射门还需要更

冷静一些。 不过小将总体踢得还可
以，延续前两场不错的状态。

比埃拉 分： 非常不
幸被吴伟踢伤，但愿不是特别严重。
不过“国安大腿”在场上的时候，踢
得也一般，基本上被淹没在“人潮人
海”中。

巴坎布 分： 又踢了一场糟
糕的比赛，依然像前两场一样梦游。
而且，在实力不强的对手面前，几乎
找不到机会。

张玉宁 分： 下半时张玉宁
的变通，成了比赛的转折点，他更多
活跃于肋部甚至边路，助攻一次、间
接助攻一次， 这场球可说是居功至
伟。

李可 分： 临危受命
替补比埃拉上场， 比较好地完成了
教练交给的任务。他踢得并不保守，
经常前插到腹地， 下半时有一次差
点进球。

曹永竞 分：又是替补出场，
这场球踢的是侧后腰位置， 与上一
场的边翼卫完全两个概念， 很显然
比利奇还在找适合曹永竞的位置。

比利奇 分： 下半时的战术
调整非常及时， 通过球员简单的换
位，完全打乱了对手的节奏。这场胜
利对比利奇来说非常关键， 为他赢
得了时间和空间。

索萨、何朕宇出场时间短，不做
点评。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记
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
北京2022年冬奥会标志性建筑
国家速滑馆近日完成首次全冰
面制冰， 亚洲最大的全冰面从
蓝图变为现实。 北京2022年冬
奥会期间国家速滑馆将承担速
度滑冰比赛， 在此将诞生14块
金牌。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
场馆建设处处长黄晖介绍， 为
考虑赛后运营， 国家速滑馆采
用了全冰面设计， 冰面面积约
1.2万平方米 ， 是目前亚洲最
大的冰面。 国家速滑馆冰面采
用分模块控制单元， 可以将冰
面划分为若干区域， 根据不同
项目分区域 、 分标准进行制
冰。 此前国家速滑馆已完成了
赛道部分的制冰， 并于4月初
成功举办了 “相约北京” 测试
活动 。 此次是对400米跑道中
间共计约6000多平方米的场芯
和训练道部分进行制冰。 制冰
工作于4月23日启动， 4月30日
完成， 国家速滑馆的全冰面诞
生。

据了解， 国家速滑馆采用
二氧化碳制冷技术， 是全世界
最大的采用二氧化碳制冷系统
的冰面， 也是全球首个采用该
技术进行制冷的冬奥场馆。 这
项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

环保的制冰技术， 温控更加精
准、 热回收率高且碳排放趋近
于0。 据介绍 ， 测试赛期间 ，
赛道冰面温差可控制在0.5度
以内， 温度均匀， 保证了冰面
硬度一致， 运动员无论滑到哪
个位置， 感觉完全一致， 为比
赛提供了一个优良、 公平的竞
赛环境， 为运动员创造最佳成
绩提供场地保障。 此外， 国家
速滑馆在设计上还融入了绿色
环保的建设理念， 充分利用场
馆制冷产生的余热用于运动员
生活热水、 融冰池融冰、 冰面
维护浇冰， 一年可节省约200
万度电。

另据介绍， 国家速滑馆在
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赛后利用
问题， 其全冰面设计， 为适应
多种需求的群众性健身提供硬
件支撑。 国家速滑馆冰面最外
圈是400米的国际标准速滑赛
道， 供赛时比赛使用； 赛道围
合的场芯部分， 是南北两块标
准冰场， 可进行花样滑冰、 冰
球等其他运动； 冰场中间运动
员入场通道也可以随时 “隐
藏”。 国家速滑馆平时可接待
超过 2000名市民同时开展冰
球、 冰壶等所有冰上运动， 着
眼于服务赛后可持续利用， 努
力打造值得传承、 造福人民的
永久资产的目标。

国家速滑馆
首次完成全冰面制冰新华社电 虽然距捧起冠军

奖杯还差一场胜利， 但4日战胜
“大巴黎” 打入欧冠决赛的曼城
已然创造了俱乐部历史。 主帅瓜
迪奥拉赛后不仅感谢了替补队
员， 甚至怀念起孔帕尼等已告别
“蓝月亮” 的大将， 表示胜利属
于俱乐部全体。

曼城当日主场2:0击败巴黎
圣日耳曼 ， 从而以两回合4 ∶1的
总比分第一次挺进欧冠决赛。 这
也是西班牙名帅瓜迪奥拉离开巴
萨后第一次带队晋级欧冠决赛。

瓜迪奥拉说： “这属于我们
全体和俱乐部， 我为此感到十分
骄傲。 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些
今天没能上场的球员， 他们都有
能力登场。”

瓜迪奥拉没忘祝贺俱乐部老
板， 同时强调很多人觉得他们就

是砸钱， 但其实并不仅如此，“这
需要俱乐部所有部门的努力”。

瓜迪奥拉甚至怀念起孔帕
尼、 大卫·席尔瓦、 乔·哈特和萨

巴莱塔等已经告别 “蓝月亮” 的
球员。 “在许多球员的帮助下，
我们才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这
个成就也属于他们， 而我相信3
周后的决赛他们也都会支持我
们。”

曼城将等待与切尔西和皇马
之间的胜者在29日一争高下。 切
尔西和皇马第一回合战成 1 ∶1，
两队5日将在伦敦展开第二回合
较量。 瓜迪奥拉表示， 他5日晚
将和家人一起边享用晚餐， 边看
这场比赛。

接下来， 曼城将回归英超赛
场， 瓜迪奥拉表示只差两分就可
登顶的曼城将力争尽快拿下， 但
当晚他实在没有精力和心情展望
8日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

“现在是享受胜利的时间。”
他说。

瓜迪奥拉：胜利属于曼城全体

近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接种
点迎来了李金斗、 赵炎、 付强三
位相声演员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在顺利接种完疫苗后， 三位相声
演员还当场录制了小视频， 当起
疫苗接种的宣传员， 呼吁广大居
民群众积极响应号召 ， 主动接
种， 保护自己、 保护身边人。 图
为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在接种新
冠肺炎疫苗。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直到第三轮 ， 北京国安
才终于迎来了新赛季中超联
赛的首场胜利， 尽管2∶0击败
的是实力较弱的大连人队 ，
但这场胜利足够解渴 ， 这个
三分让比利奇和他的球队暂
时摆脱了危机。

事实上 ， 直到本场比赛
的上半时还让人忐忑不安 。
北京队前45分钟踢得相当局
促 ， 尽管掌握着控球权 ， 但
是北京队始终没有拉开空间。
尽管金泰延和李磊两名边后
卫卖力助攻 ， 但北京队的传
倒球速度过慢 ， 让大连队很
轻易地组织阵地防守 。 北京
队这场比赛回到了4312阵型，
前面摆了两名中锋 ， 却极少
有传中球能砸到禁区里 。 大
连队虽然孱弱 ， 但还是能组
织起零星的反击 ， 林良铭那
次长途奔袭导致于大宝黄牌，
也惊出北京队防线一身冷汗。
大连队显得很有组织 ， 怎奈
他们的中锋单欢欢能力真是
不行 ， 球到他脚下基本进攻
就终结了 。 如果这场球大连
队顶在前面的不是单欢欢 ，
而是外援 ， 那北京队的城门
很可能就失守了 。 更糟心的
是比埃拉受伤 ， 北京队的绝
对核心大腿上了救护车 。 相
信在中场休息时 ， 不少北京
队球迷都在担心更糟糕的场
面和结果。

好在比利奇下半时的调
整非常及时 ， 他让张稀哲和
张玉宁进行了 “错位”， 张玉

宁开始拉出来打 ， 而不是像
上半时那样和巴坎布一同挤
占中路空间 。 北京队的4312
几乎没有边路 ， 以前边路进
攻全靠王刚一人 。 张玉宁拉
出来打 ， 使得北京队在边路
和中路之间 ， 能有这么个人
来进行串联 。 这显然收到了
非常好的效果 ， 大连队一时
不知所措 。 到了前腰位置的
张稀哲 ， 则成了一锤定音的
人物 。 北京队利用下半时开
局阶段的 “闪电战”， 迅速终
结了比赛。

下半时巴坎布被换下 ，
在索萨上来之前 ， 北京队踢
了一阵全华班阵容 。 摆脱对
外援的依赖 ， 是疫情条件下
对所有球队提出的要求 。 北

京队虽然有不少本土好手 ，
但对外援同样非常依赖 ， 比
埃拉和奥古斯托堪称这支球
队的灵魂人物 。 这场球算是
打了个样儿 ， 让大家看看没
有核心外援情况下 ， 球队该
如何运转 。 北京队确实交出
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 但也应
该看到对手的弱小 ， 大连队
只有丹尼尔森一名外援 ， 中
前场都是本土球员 ， 他们显
然一直未能找到缺少前场外
援的解决办法 。 比利奇上任
之初就谈到要激发本土球员
的能动性 ， 这几场比赛他做
出了不同的尝试 。 如果北京
队能有更多 “关键先生 ” 涌
现 ， 未来的比赛就将会变得
更加好打。

北京队球员、 教练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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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演员“变身”
疫苗接种宣传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