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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郝伟带领国奥在泰国进
行拉练比赛，在球队与泰国当地
一支球队进行热身比赛时，球队
在比赛中进攻多点开花，最终以
9：1的比分大胜对手。

在这场比赛中，国奥王牌飞
翼黄紫昌大放异彩，上演了精彩
的帽子戏法。如果黄紫昌能把良
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以他的实
力完全可以在郝伟国奥锁定一个
首发位置。另外两名队员陈彬彬、

张玉宁表现也很出色。
黄紫昌在国奥边路能突善射

的特点，可为中锋张玉宁提供更
多射门机会。在未来国奥出战东
京奥运会亚洲区决赛圈比赛时，
黄紫昌、张玉宁、陈彬彬这三位特
点鲜明的球员，可以组成国奥前
场最强三叉戟组合。

国奥在东京奥运会亚洲区决
赛分组抽签中，跟伊朗、韩国、乌兹
别克斯坦分到了一组。国奥与这些

亚洲一流强队分到一组，球队要想
在小组赛杀出突围，还得靠黄紫
昌、陈彬彬、张玉宁这些大赛经验
丰富的球员在比赛中挑大梁。

黄紫昌、陈彬彬、张玉宁这三
位国奥王牌，都有入选国足的经
历。他们三人又同时跳级到了
U23国足，出战过青年亚洲杯和
印尼亚运会，所以在这批国奥球
员中，黄紫昌、陈彬彬、张玉宁大
赛经验丰富，应该在国奥出战东

京奥运会亚洲区决赛圈的比赛中
成为核心主将。

郝伟目前在国奥拉练中也
在重点围绕黄紫昌、张玉宁、陈
彬彬的特点制定技战术。由于
郝伟是中途临危受命接手国奥
队，所以留给郝伟调整的时间
并不多。郝伟为此只能频繁组
织国奥集训，希望能将自己技
战术理念尽快传递给国奥球
员。 综综合合

国奥最强三叉戟组合浮出水面
热身赛9：1战胜对手，黄紫昌、陈彬彬、张玉宁表现抢眼

□生活日报记者 郑昊

11月14日，国足与叙利亚的
焦点之战将在迪拜的阿尔马克图
姆体育场举行，作为一场关乎
于国足在40强赛A组排名的比
赛，本场比赛的重要性已经不言
而喻。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到来之
际，或许里皮的战略要比战术重
要得多。

叙利亚已连续15场不败

10月15日，国足在40强赛第
四轮(首轮轮空)比赛中在占据全
场优势的局面下没有攻破菲律宾
的铁桶阵，最终0：0与“鱼腩”握手
言和。那一场比赛没有拿下，让国
足在40强赛A组的小组排名也从
第一落到了第二位。

作为国足在该系列赛中的头

号对手，一旦叙利亚能够在11月
14日于迪拜从国足身上全取三
分，那么西亚狼将基本锁定小组
第一的位置，即使在该系列赛的
收官之战中输给中国队，也不会
影响到叙利亚小组第一的位置。

毕竟，目前的叙利亚在小组
当中领先国足2分，只要赢下国
足，保证在对阵弱旅时不犯错，那
么国足再怎么样超水平发挥，在
积分榜上也无力回天。

叙利亚队在中立球场的表现
一向不错。近四年以来，他们在中
立球场的成绩是15场不败，其中
包括逼平韩国队、伊朗队、澳大利
亚队和伊拉克队，还曾战胜过今
年亚洲杯冠军卡塔尔队。

国足心态成决定比赛的关键

平局是否可以接受？答案显

然是肯定的。只不过在遗憾地没
有拿下菲律宾之后，这样肯定的
答案出现了些许的动摇——— 从当
时的保第一到现在的争第一，无
论是国家队众将士还是其拥趸
者，心态都会发生微妙的变
化。

现在或许连
里 皮 都 没 有 确
定，在对阵叙利
亚时自己将采用什么
样的战术，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的是，如果国足全队上下
抱着“全力争胜”的态度，也许会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如果本场比赛双方战平，国
足仍然在明年的6月9日同叙利亚
力争小组第一的位置，届时，国足
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很显然，此番客场挑战叙利
亚，里皮不能急躁——— 一口吃下

对手的
成 功 率 并
不高，而一旦开
局便采取全攻全守
的战术，那么当国足体能
不足之后，等待他们的则是西
亚狼的獠牙。

国足缺少狼牙棒 西去擒狼不轻松
40强赛客场战叙利亚，队员心态很重要

文华小学用上新操场

近日，济南市历城区文华
小学体育节在学校操场举行，
很难想象半个月之前操场还
是一片杂草地。配合主题教
育，历城区教体局积极调研，
直面困难问题，坚持“即知即
改”，把文华小学操场问题列
入问题清单。新学期的体育
节，孩子们已经能在新操场上
尽情奔跑。

“操场9月底开工，一个月
就完工了。”济南市历城区文
华小学校长陈茹告诉记者，一
直以来学校操场都是稀疏的
草地，高高低低不平整，冬天
的时候只剩下沙土地，草都枯
萎了，“我们学校是足球特色
学校，但由于操场限制，每到
冬天孩子基本无法练球，怕孩
子受伤。”

陈茹表示，新草皮全部采
用高级环保材料，不仅是足球
队，其他年级的同学一下课也
喜欢到草地上滚两圈。

历城区教体局组织科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历城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坚持为区内发展做出
实际贡献，“除了给学校整修
操场外，还包括历城区内小学
厕所的扩建、学校文化墙的美
化等，通过教体局调研、学校
上报等方式，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记者 刘晓旭

历城区教体局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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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近日，我司发现不
法分子私刻印章、冒用我
司名义注册成立了江苏博
雅置业有限公司，现严正
声明如下：

我司并非江苏博雅置
业有限公司股东，该公司
的任何行为均与我司无
关，其私刻公章行为我司
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已
向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撤销江苏博雅置
业有限公司的登记决定，
该局也已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江苏)将冒
用登记事宜进行了公示。

特此声明。
恒大地产集团济南置

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巩晓彬南下打华南虎虎
山东男篮客战广东，最大的意义在于学习

山东队状态慢慢提升

常规赛前两轮，山东队的
状态在逐步提升。经历了首轮
比赛低迷的表现后，李敬宇的
状态提升明显，他在与北京队
一战中，疯狂命中7个三分球，
成为哈德森的最得力助手。此
外，伤愈归来的张辉也状态出
色，贡献了12分。

尽管哈德森和李敬宇、张
庆鹏均状态出色，但面对两连
胜的广东队，山东队的外线毫
无优势可言。反观广东队，上
轮比赛赵睿因伤缺席，即便如
此，威姆斯和马尚这对王牌外
线组合，依然让广东队拥有顶
级外线配置。此外，易建联和
任骏飞搭档的内线，是CBA最
顶尖的本土内线配置。山东队
要想在广东队身上占到便宜，
有很大的难度。

借打强队锻炼队伍

虽然纸面实力处于劣势，
但山东队此番客战广东，依然
有很大的意义。在杜锋的精心

打造下，广东队是CBA联赛整
体性最强的球队，他们虽然拥
有多名实力突出的球员，但他
们并非一支依靠个人单打的
球队。

强悍的防守，快速的攻防
节奏都是广东队身上的标签。
全新的山东队目前正处于磨
合队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与
广东队交锋，对锻炼队伍、磨
合阵容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场胜负悬念并不大
的比赛中，山东队的年轻人很
可能得到的机会。在与北京队
的比赛中，全力争胜的山东队
几乎没给陈培东、侯沛佐机
会。

此外，在常规赛前两轮比
赛中，38岁的张庆鹏和35岁的
哈德森都登场时间过长，面对
广东队，他们需要减压。毕竟
赛季才刚开始，超负荷的投
入，不利于与老兵们整个赛季
的延续性。

山东队暴露两大问题

在客场惜败北京队之后，
山东男篮暴露两大问题，一是

细节战术安排不
明确，最后一
球就是最好
的 例 子 。此
外内线陶汉
林和梅斯发挥不佳，陶汉林
仅仅出战4分钟，梅斯也仅
仅12分，可以说内线遭遇北
京队肆虐，是失利的主要原
因。

赛后山东男篮主帅巩
晓彬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北京是一支强队，打法很
成熟。比赛盯防其实很到
位，就是几个细节没处理
好，几个关键球没打好，这
个夏天队伍调整很大，我们
还是尽快磨合，打好后面比
赛吧。”

纵观整场比赛山东男
篮和北京首钢都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比赛。两队都发挥
了自身水平，没有输家，堪
称一场季后赛级别比赛对
抗。相信只要山东队能够解
决好内线防守篮板以及哈
德森、张庆鹏老将的体能问
题，山东队有望成为新赛季
搅局者。 综合

在以3分的劣势遗憾不敌北京男篮后，山东男篮即将迎来更
大的考验。11月8日晚8点，山东男篮就将客战卫冕冠军广东男
篮。以双方的实力，本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并不大。山东男篮只需
要摆正姿态全力磨合，打出自己的水平，任何结果都能接受。

山山东东男男篮篮主主帅帅巩巩晓晓彬彬

蒿蒿俊俊闵闵随随队队出出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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