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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能 成就一方
输得是挺窝囊，但赢得更不漂亮
□记者 郑昊

4月14日，中超第五轮比
赛，此前双线作战未尝败绩的
山东鲁能，碰上了中超联赛中
从未取胜的大连一方。但是结
局令人颇为意外，橙衣军团在
自己的家门口0：1输给了对手。
纵观比赛，鲁能输得挺窝囊；但
更不可否认的是，大连一方赢
得更不漂亮。

五点半比赛 队员无状态

本场比赛进行的时间，是下
午5点30分，在没有国际转播任
务的背景下，本场比赛的开球时
间让人感到有些不可理解。在比
赛开始前，曾经有媒体人问过俱
乐部为何本场比赛的开球时间
如此“诡异”，但是俱乐部的工作
人员对此也表示不清楚。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原因，橙衣军团的进攻显得有
些不在状态——— 从比赛第4分
钟陈科睿那脚绵软无力的射门
开始，鲁能的进攻线集体表现
出了疲软的状态。佩莱近在咫
尺的头球没有力量且角度太
正、王彤杀入禁区内也送出一
脚软绵绵的射门、多次定位球
落点缺少变化、全场20多脚射
门并无结果...

无论是数据还是表现，鲁能
的发挥都不令人满意。而当格德
斯在禁区内用眼花缭乱的过人
方式制造杀机却送上一脚高射
炮后，属于主队的“报应”，终于
来了。

曾经的鲁能队员赵明剑在
一脚准确的下底传中找到穆谢
奎之后，大连一方的黑又硬利用
个人能力完成致命一击。对于这
个球，王大雷甚至没有做出任何
反应动作。

其实，鲁能并不是没有扳平
的机会，下半场一浪高过一浪的
攻势让一方腹地风声鹤唳。佩莱
的半倒钩射门被破坏、前场定位
球引发混战但无果而终，甚至终
场前格德斯面对空门的射门还
被赵明剑在门线结尾，似乎，运
气，在这场比赛中并不怎么眷顾
这支橙衣军团。

6分钟的补时，随着马宁的
哨响很快结束，鲁能不得不接受
失利的现实。但是明眼人都知
道，鲁能输得挺窝囊，但大连一
方的赢球，并不漂亮。

比赛支离破碎很难看

其实在比赛开始前，比赛场
的大屏幕就轮番滚动播出着对
于双方阵中多名球员的采访，而
在这份采访中，大连一方的球员
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比赛更加有看
头，这其中一项重要的手段，就
是要增加比赛的净时间。

但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吗？显
然不是。汪晋贤、朱晓刚、秦升、
李帅，当比赛还是平局之时，大
连一方的球员就先后倒地不起。
这让鲁能的节奏，受到了很大的
冲击。甚至汪晋贤在被球踢到脚
后跟之后，也能在地上长时间不
起来，让现场鲁蜜颇为愤怒。

当大连一方取得领先之后，
这样的战术再一次被运用到了
极致。甚至为了拖延时间，大连
一方可以在一次边线球的发出
时选择更换两名队员去处理。
当然，当值主裁马宁也不傻，
一张黄牌飞出，才让一方
停止了表演。

如果说拖延时间
打乱鲁能节奏只是
崔康熙在规则的
允许内打“擦
边球”的
话，那
么 李
帅 掌
击 吴
兴涵，则有些说不过
去。对此，李帅被罚下
场，而等待这位24岁
球员的，肯定是中国
足协的追加处罚。

有意思的是，为了拖
延时间以及完成U23的换
人名额，崔康熙在2分钟之内
更换了两名U23球员——— 先是用
杨芳志换下了秦升，然后在2分钟
内，又用何宇鹏换下了上场甚至
没有怎么碰到球的杨芳志。

的确，这是在合理的规则之
内，但是这样的表现，未免令人
有些不舒服。崔康熙在赛后却表
示，球员倒地的做法并不是自己
的“安排”，“球员连续倒地这一点，
我也是觉得非常遗憾，作为防守
队员，有点小伤就躺在地上不起
来是不好的，有了痛楚要去坚
持，就算为了球迷也要保持一场
比赛的流畅性。”只不过，韩国教
头的信誓旦旦，听起来有些假。

国象联赛沈阳站收官
山东景芝平杭州宏达

4月12日，在沈阳进行的“众
弈杯”2019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
赛第四轮比赛鸣金，联赛沈阳站
宣告收官。在当天的比赛中，山
东景芝酒业队与杭州宏达队以
2 . 5：2 . 5打平。

本轮两队女子台次的比拼
皆为年轻人的战斗，景芝小将宁
凯玉在第五台率先与周子润弈
和。山东队颜天琪则在第四台后
手不敌赵盛鑫。

男子台次方面，鲁军刘庆南
执白与对方的俄罗斯外援伊纳
尔基耶夫在第一台展开激战，一
路杀至最后，白方获胜。刘庆南
帮助山东队赢下本轮最关键的
一局。随后，山东队赵骏、温阳分
别与林艺、相泽宇打成平手。两
队最终未分胜负，握手言和。

本轮过后，联赛告一段落，
第二站将于5月7日至9日在海南
进行三轮比拼。 本记

在14日的中超联赛中，广州
恒大淘宝客场1 :2负于北京人
和，遭遇到了本赛季联赛的首场
失利。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卡纳瓦罗虽然难掩失望的情绪，
但仍表示满意球员们的发挥。北
京中赫国安主场2：1战胜河南建
业，国安取得开季5连胜。上海上
港主场迎战武汉卓尔最终上海
上港主场2：1险胜武汉卓尔。

恒大遭联赛首败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2
轮13日展开。西班牙人主场2:1
战胜阿拉维斯，第63分钟，武磊
被塞尔吉奥-加西亚替下。巴塞
罗那则在客场与西甲“副班长”
韦斯卡互交白卷。

西班牙人主场取胜

13日在葡超足球联赛第29
轮比赛中，波尔图客场3:0完胜
波尔蒂芒，获得五连胜，跃居
积分榜榜首。葡萄牙体育客场
3 :1击败阿韦斯后稳居联赛第
三位。本赛季葡超冠军的争夺
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波尔图此
前已连续四轮与本菲卡积分
相同，但因净胜球数不及本菲
卡而位居第二。

波尔图五连胜暂居榜首

超越杆位发车的队友博塔
斯，一路领先最终拿到F1历史
上第1000站的冠军，这是汉密尔
顿第六次在上海大奖赛夺冠，也
是他职业生涯的第75个分站赛
冠军。

F1第1000站汉密尔顿夺冠老崔的油 不学也罢

□记者 郑昊

李霄鹏是上赛季的中超最
佳教练，深耕山东足球几十年的
山东汉子；崔康熙是一位在韩国
已经功成名就，但在中超赛场上
还处在摸索阶段的外来户。两者
的比拼，应该是李霄鹏好好给对
手上一课，让对手知道中超的

“水深”。
但结局却并不是这样，李

霄鹏想要拉开阵势和对手真刀
真枪地干，崔康熙却是在见招
拆招的时候，私底下使用了一
些小动作。最起码，在比赛还
未分胜负之时，大连一方的球
员便开始频频倒地，而且一躺
下就不起来。

这让鲁能的球员有些傻眼，
甚至在发定位球时，对方球员就
来一次标准的“卧草”，在鲁能等
待了几分钟后，所有的一方球员
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位置。

拖延时间、激怒鲁能，甚至

为了这样的战术，人家的李帅
还“不失时机”地给了吴兴涵一
巴掌。加上比赛一直这样支离
破碎踢着，让鲁能球员迅速心
态失衡。甚至好脾气已经很久
了的戴琳，都和秦升互相爆了
粗口。

比赛丑陋吗？有点。但客观
来说，崔康熙只是在规则允许下
打着擦边球——— 用4张黄牌加一
张红牌外加比赛难看这样评论
的代价，换来了球队的首场胜
利。纵然是这样，大连一方还是
让鲁能有些有苦说不出。

“我觉得中国足球、中超
赛场现在应该往一个好的趋势
发展，赢球也应该赢得光彩，
以这样一个方式赢球，包括中
断比赛，我觉得没多大意思。
本身我就是大连人，我也希望
大连越来越好，但是我觉得，
以这样的方式赢球，不是什么
好事情。”赛后戴琳的话，令人
颇为感慨。

崔康熙这样的“油”，其实不
学也罢。并不是本赛季没输过的
鲁能不能输给没赢过的大连，只
是这样的方式，让人感到不怎么
舒服。

简单点，不服而已。









■赛后动态

崔康熙不承认有鬼 李霄鹏连连道歉
□记者 郑昊

很显然，大连一方频频利
用倒地打乱鲁能进攻的节奏，
来自于崔康熙的计谋。在赛后
发布会上回答了两位大连媒体
人有些“官方”的提问之后，山
东方面一位记者的提问集中了
要害———“数十次球员倒地，这
到底是不是特殊的安排？”

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但
是崔康熙，却显然已经想到了
这样的问题。

答案很明显，韩国教头没
有承认，嘴里还口口声声地说
要保持比赛的流畅性。

相比起崔康熙，李霄鹏则

诚实了许多。鲁能主帅在赛后
发布会上两次致歉，一是就赛
前发布会未出现进行解释说
明，二是就本场比赛向到场的
20000多名球迷表示歉意。

“今年的定位球在联赛中
的效率不高，其实最主要的是
训练中不是特别严格。队员的
跑动时机有问题，这一场对手
的防空能力也挺强，我们的变
化也太少。”对于本场比赛暴
露出来的问题，李霄鹏并没有
回避。

本场比赛后，鲁能将在本
周五挑战广州恒大，而对橙衣
军团有利的消息是，恒大大将
保利尼奥将因为红牌停赛。

赛事预告

4月15日
NBA季后赛

09：30 爵士VS火箭
互动直播

CBA半决赛
19：35 深圳VS广东

CCTV5

4月16日
西甲第32轮

03：00 莱加内斯VS皇家马德里
互动直播

老老好好人人佩佩莱莱尽尽力力了了。。记记者者 周周青青先先 摄摄

首败 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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