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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雷扑点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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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任意球一剑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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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

王大雷生日夜扑出点球，紧接着于海射出的任
意球碰对手球员身体后折射入网，中国男足昨晚凭
借韧劲与运气以 1 比 0 战胜沙特队，连续第三次在
亚洲杯小组赛首战取得开门红。当一万多华人华
侨球迷赛后守在布里斯班球场外欢歌热舞时，中国
队的小伙子们早已收起了兴奋，毕竟“取下”动荡中
的沙特队后，中国队在亚洲杯出线路上还将遭遇更
为凶猛的两只拦路虎——朝鲜队、乌兹别克斯坦
队，
主帅佩兰很清楚他和弟子们没理由沾沾自喜。

国足比对手准备更充分

队获得点球良机，
但门将王大雷用他的一条长腿将球
挡出。大难不死的中国队赢得后福，
于海第 81 分钟
开出的任意球，碰对方队员身体后折射进入球门死
角，
1比0让中国队取得了本届亚洲杯开门红，
同时也
终止对对手近18年不胜的尴尬纪录。
在总结胜因时，国足主帅佩兰和队员们都不约
而同地提到了“准备充分”。佩兰说，
“ 我们的备战
显然要好于对手，好体现在我们通过预判，成功抑
制对手的地面渗透。”郑智也指出，
“ 主教练始终强
调，对球的控制不能丢，大家在丢球后反抢、由守转
攻上都比较统一，
对手则显得思路较乱。
”

比起刚刚换帅的沙特队，
中国队可谓准备充分。
从比赛场面看，
中国队进入比赛状态更快，
上半时，
他
们无论攻入对方半场的时间、控球率，
还是射门次数
都远远领先沙特队。吴曦在与队友做撞墙配合后的
捅射令人叫绝，
只可惜皮球擦门柱而出。虽然任
航第 60 分钟鲁莽的禁区内铲球动作，
让沙特

足球场上的瞬息万变，往往会将比赛引向相反
的方向。出现在布里斯班球场的中国队连同 1.4 万
华人华侨球迷就切切实实感受到比赛过程上天入地
的刺激。当伊朗籍主裁判将手指向中国队禁区点球

运气也该眷顾国足了

点，
并将黄牌掏向犯规的任航时，
现场一下子鸦雀无
声。
“当时真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憋闷，我意识
到自己闯祸了。
”
任航赛后回忆说。任航的鲁莽也让
比赛焦点对准了国足门将王大雷。只不过，沙特队
哈扎兹主罚的点球既无力度，
角度也一般，
王大雷下
意识地用腿一横，球就被弹出去了，也难怪王大雷
坦言，
“扑救的成功率只有五成，可是今天运气在中
国队一边。”回想到这个惊险瞬间，佩兰似乎也余悸
难平，
“多年的执教经验告诉我，如果对手这个点球
进了，比赛的局面恐怕会被彻底改变，所以感谢大
雷，
也感谢老天帮了我们。
”
如果不是梅方抽筋，
于海
恐怕早已被换下场，
正如他自己总结的，
“我很走运，
打满全场，如果球碰不到对手身体，十之八九进不
去，
感觉我这个球罚得角度本不理想。
”

国足开门红难掩隐患
昨晚的胜利是国足自 2013 年 11 月在亚洲杯预
选赛小胜印尼后，
13 个月来在国际正式大赛中取得

的首场胜利，以至于现场的球迷、随队报道的记者
都为国足来之不易的胜利雀跃。然而取胜一支实
力打折的沙特队，中国队仍付出了代价。包括队长
郑智在内的 3 名球员在昨天领到了黄牌，这使得他
们必须在接下来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两队的恶战
中小心翼翼。虽然中国队占据了一定战略优势，可
在下半时大部分时间里，其被动却显而易见。任航
送给对手点球前，兵荒马乱的场面屡现国足腹地。
左后卫梅方下半时中段就抽筋倒地。而由于沙特
队反攻势头过猛，郑智下半时把精力过多投入到防
守上，国足进攻渐渐变得呆板起来。首发出彩的左
前卫蒿俊闵、右后卫张呈栋都只踢了 70 分钟，面对
球风更硬朗、脚下更迅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朝鲜
队，佩兰如何叮咛主力们合理分配体力，恐怕是未
来几天备战的重点之一。
国足一位球队管理层人士赛后说，
“ 沙特队绝
对是这个组最弱的，我们赢了他们可以高兴，但别
过头，
但愿队员过了今晚把这场胜利尽快忘掉。
”
文/本报记者 肖赧

国足将士从
始至终坚持不
懈，才成就了于
海的宝贵绝杀

王大雷，
生日快乐！

福将于海名不虚传

点穴

小时候胖不算胖
亚洲杯前，
国足已足有13个月没能在正式国际
大赛中赢球，
所以不难理解当他们小胜沙特队后，
球
迷、
媒体人奉上的热捧。但佩兰的球队才刚刚上路，
从以往几届亚洲杯的经历来看，
开门红之于国足的
意义仅限于开门红，
给不给国人添堵，
接下来的两场
小组硬仗将见分晓。毕竟小时候胖不算胖。
开门红对于出征亚洲杯的中国队来说并不陌生，
4
年前在卡塔尔他们曾以两球完胜科威特；
2007年在马
来西亚，
5比1重创东道主球队的感觉更刺激，
可高开低
走成为中国队过去两届亚洲杯小组征程的固定轨迹。
球迷为中国队在亚洲杯上的开门红狂喜，
是因球
队已经连续3次被挡在世界杯门外，
恒大的亚洲冠军
称号似乎更多源自洋帅、
外援制造，
中国队在大赛中
的胜利因稀缺而宝贵。可是，
佩兰和他的工作团队却
不能存有球迷心理，
要知道他的弟子即使面对江河日
下的沙特队，
依然不能在体能分配上做到善始善终。
其实，
中国队在出征大赛的时候总有个不大好的
习惯，
那就是总乐于跟着外界的声音给自己算分儿，
但小组出线从来靠拼不靠算，
2007年中国队在末轮只
需要平乌兹别克斯坦就能出线的情况下，
最后被对手
连灌3球从而出局。胜利夜高兴一把不为过，
只是短
暂兴奋过后中国队应该把过往抛之脑后，
抓紧时间翻
看对手录像，
及时补充体能，
让满血复活的自己迎战
拦路虎乌兹别克斯坦队。
文/本报记者 肖赧

杨晨出任北控领队
新帅近日抵达北京
本报讯（记者 王子轩）昨天，杨晨回家的消息
终于正式确认，这位在外漂泊多年的京城子弟已经
确定出任北控足球俱乐部的领队兼助理教练。
多日前，杨晨确定离开贵州人和时便曾传出将
回到北京的消息，下家指向下赛季全力冲超的北控
俱乐部。虽然传言愈演愈烈，但是无论是杨晨还是
北控，双方都显得相当谨慎，并不愿意过多表态。
昨日，杨晨回家一事终于尘埃落定，下赛季他将出
任北控俱乐部的领队兼助理教练。在解说完昨日
国足 1 比 0 击败沙特的亚洲杯比赛后，杨晨表示：
“在外面待了那么久，一直以来都很想回到北京，这
次加盟北控也算是有机会圆梦了。
”
北控俱乐部下赛季的目标便是全力冲超，因此
换帅引援势在必行。据杨晨透露，新任主帅这两天
就将到京，届时他将和新主帅一起飞赴海埂，与已
经抵达那里数日的球队会合。北控俱乐部的集训
将持续至春节前，与此同时一些外援也有可能来队
参与试训。

谁是国足第一福星？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教练
组成员还是队员的答案只有一个——于海。在昨天
亚洲杯小组赛国足与沙特队的比赛中，
于海第 50 次
为祖国出战，
他用一粒金子般的进球为祖国献礼，
同
时也为自己的球员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直到亚洲杯开幕前，围绕着中国队锋线人选的
争议声还不断，而争议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边前卫出身的于海被国足主帅佩兰推上了锋线，而
两位正印前锋杨旭、郜林则坐到了板凳席上。昨
晚，佩兰坚定不移地将于海安排进与沙特队比赛的
首发阵容中，而于海不负众望，他虽然并没有直接
创造破门机会，但仍凭借勤勉的跑动穿插为球队争
取到更多进攻空间。或许是天意，左后卫梅方的抽

筋，让原本打算替换于海的刘彬彬留在了替补席
上，而吴曦第 81 分钟突破创造的前场任意球，则成
全了于海的绝杀。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于海为国家
队攻进的第 11 个球，而在他进球的比赛中，国足 9
胜 2 平，
于海的福将地位无人可以取代。
一位国足人士赛后这样评价于海，
“于海 2010
年东亚四强赛进了韩国队第一个球，卡马乔
时代也是球队的进球福星，佩兰到现在依然
器重他，只能说明这个队员有实力。”赛后在
休息室里，于海从中国足协副主席魏吉祥手
中接过一件印有数字 50 及他中文名字的特
制球衣，足协也借此表彰他为国出场 50 次
的杰出贡献。
文/本报记者 肖赧

乌兹别克斯坦果然厉害

本报讯（记者 肖赧）昨天，
与中国队同组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朝鲜
队在悉尼也进行了小组赛首轮的较量，结果凭借谢尔吉耶夫的头球破
门，乌兹别克斯坦队以 1 比 0 力克朝鲜队。值得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
坦队全场占优，
中国队下轮与他们相遇绝不能掉以轻心。
昨天，
乌兹别克斯坦队占据场面的绝对优势，
只不过由于门前把握战机的
能力有待提高，
他们直到第 62 分钟才打破场上僵局。前亚洲足球先生杰帕罗
夫灵光乍现助攻谢尔吉耶夫打入全场唯一入球。
在昨天 A 组一场较量中，
夺冠热门之一韩国队凭借曹永哲的补射，
以 1 比 0 艰难
战胜了阿曼队。首轮过后，
排在 A 组前两位的分别是澳大利亚队、韩国队。

战况

“王大雷，生日快乐”，布里斯班球场看台上不
少球迷不约而同地呼唤着——在自己 26 岁的生
日这一天，王大雷扑出了沙特队哈扎兹主罚的点
球，中国队能够战胜沙特队取得亚洲杯开门红，王
大雷的功劳不亚于进球功臣于海。
文身、卷发，出现在澳大利亚亚洲杯赛场的王
大雷还是那个风格特立独行的“酷门儿”，只是与
当年那个青涩的大男孩不同，已为人父的王大雷
除了明星范之外，给人更多的感觉是沉稳。昨天，
他作为主力门将出现在国足与沙特队的比赛阵容
中，这是他作为门将，第一次以国足主力身份登上
洲际大赛的舞台。王大雷说，
“ 我能站在这里，因
为我从来没有丢掉梦想。”接着他撸起了袖子，右
臂上密密麻麻的文身图案中有一块亚洲 U17 锦标
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标志，那是 11 年
前他代表国少队赢得亚少赛桂冠时
获得的第一份国际大赛荣耀。
国足昨天比赛期间时逢王大
雷第二个孩子的预产期，
王大雷赛
后通过电视镜头向妻子深情地说，
“把今天的胜利送给我太太。
”
昨天
离开球场前，
沙特队主帅科斯明特
意向王大雷点头致意。他清楚，
如
果不是这位门将的神勇发挥，
也许
笑到最后的是沙特队。王大
雷说，
“扑点球的时候，
没
想太多，
但是之前练得很
到位，
所以扑出去了也
正常。
”
国足主帅佩兰赛
后说：
“我们早已为王
大雷准备了生日礼
物，今天的比赛是属
于王大雷的！
”
文/本报记者 肖赧

国安开启海外拉练 曼萨诺在
“家”
等队员
本报讯（记者 张巍）昨天
晚上，国安全队出发前往西班
牙，开始新赛季中超备战的海外拉练。而在马洛卡
的拉练过程中，国安将安排 4 场热身赛，中间不乏
皇马二队和巴萨二队这样的强力对手。
昨天晚上 10 点，国安全队正式收假，之后前
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前往西班牙正式开始
第二阶段冬训也就是海外拉练部分。从海南回
来，到出发奔西班牙，国安全队只有一天的休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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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肯定是想多跟家里人待一会儿的，但是没有
办法，资格赛腊月廿九就要打，没有时间休息了。”
队员们这样说。
每年的海外拉练，都是国安安排热身比赛的重
要时间段，而本次海外拉练的地点选在了西班牙，
热身的对手自然也就集中在西甲的队伍身上。据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国安这次海外拉练将安排不
少于 4 场热身比赛，而热身比赛的对手则包括皇马
二队、巴萨二队、马洛卡队等。毫不夸张地说，这绝

对是国安近几年海外拉练热身比赛对手实力最强
的一次了。
昨天，曼萨诺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上传了一
段国安训练基地的视频。不难看出基地的设施
和条件可以说非常出色，而包括马季奇、德扬和
埃尔顿在内的外援都已经提前抵达了基地并
自己开始了恢复性训练，只待国安全队抵达，外
援和外教就可以与球队会合，新赛季的备战将全
面开始。

迪亚曼蒂重返意甲 租借加盟佛罗伦萨
本报讯（记者 肖赧）在中
国经历了不大如意的一个赛季
后，前意大利国脚迪亚曼蒂选择离开。昨天，佛罗
伦萨官方宣布，迪亚曼蒂从广州恒大租借加盟 6 个
月，
期满后佛罗伦萨将以 200 万欧元将其买断。
上赛季中超落幕后，随着恒大俱乐部公开宣
布，
“升级”外援，并收回选援的权力，媒体于是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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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迪亚曼蒂、吉拉迪诺这对表现并不如意的意
大利外援，在恒大恐时日无多。很快，国米、尤文、
亚特兰大、拉齐奥、AC 米兰等意甲劲旅的名字与他
们联系到了一起。
最先落实下家的还是迪亚曼蒂。按照约定，迪
亚曼蒂首先会以租借球员身份加盟佛罗伦萨至
2014-2015 赛季意甲落幕，随后佛罗伦萨将以 200

万欧元的价格彻底买断迪亚曼蒂。这桩转会得以
实现，得益于佛罗伦萨现任主帅蒙特拉对“钻石”的
欣赏。
去年 2 月，迪亚曼蒂以 690 万欧元的高价由博
洛尼亚转会到广州恒大。而在他离开之后，吉拉迪
诺被恒大清洗恐怕也在所难免，目前已有美国大联
盟、西甲、法甲球队联系吉拉迪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