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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一锤子买卖的事情不能办

王封

意料之中的事情往往不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倒

是经常发生。在鲁能泰山争

名、河南建业夺利的焦灼情

势下，“鲁豫有约”在瑟瑟秋

风中演绎了一出经典好局。

一场平局，让鲁能提前夺冠

的悬念继续，建业百万巨奖

也成了镜花水月。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真

金白银的诱惑，无疑激发了

河南建业的进取心，毕竟不

喜欢钱的人是极少数。河南

队赛前对准冠军鲁能的吹捧

显然是在放烟幕弹，比赛一

上来就玩命地拼起了刺刀。

他们占据天时地利，摆出了

要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一

波波犀利如剔骨刀的进攻，

让孱弱的鲁能防线忙得不亦

乐乎，让电视机前围观的鲁

能球迷也看得眼花缭乱，手

心里直冒汗。再加上忽明忽

暗的电视转播画面，更是让

人看得不爽，头昏脑涨。如果

不是河南队那个外援奥利萨

德贝“及时”受伤离场，鲁能
这场比赛无论过程还是结果

都将面临不可收拾的尴尬境

地。

河南主帅唐尧东这个土

鳖教头让人激赏的是，比赛

中他比伊万淡定，大多数时

间里他都稳坐中军帐，让队

员放开手脚去拼，而且领先

了还不保守，鲁能球门前险

象环生不消停。

抱有毕其功于一役想法

的伊万尽遣攻击好手出战，

会防守的球员也许就只有门

将杨程一个了，幸好杨程的

神勇消减了防线的豆腐渣性

质。有高层督战的鲁能将士

心态在这场冲冠战中似乎乱

了、急了。伊万都开始跑出去

捡球组织队员进攻了，队长

刘金东竟然多次杀到对方底

线附近，邓卓翔、周海滨也少

了几分从容。唯一值得赞扬

的是，鲁能将士战斗到最后

一颗子弹的那种精神，安塔

尔补时阶段的进球捍卫了鲁

能的尊严。否则，鲁能即便下

一轮比赛夺了冠也让人郁

闷。任何时候，一锤子的买卖

都是不能做的。

赵本山大叔说过，先把

自己看小了，才能把事情做

大。是啊，你若在冠军还未到

手的情况下就已经真把自己

当成冠军了，显摆出一副登

基加冕的神圣样子，只能迎

来有血性的对手的顽强阻

击。

1：1的平局，虽然让蜂拥

而至的媒体记者和鲁能球迷

有些失望，但是河南主场不

好对付已成常识，鲁能能够

带走一分算是幸运至极。而

且从情理上讲，鲁能在人家

的地盘上撒野庆祝夺冠，风

险也极大，等10月23日回到

济南主场再拿冠军，有了快

感尽情喊，对于鲁能球队球

迷而言似乎是最佳之选。

上海申花客场负于长春亚泰，

为鲁能泰山创造了提前四轮夺取

联赛冠军的大好良机，可惜泰山队

的对手河南建业却“不解风情”，拖

了鲁能泰山的“后腿”——— 1：1，鲁

能泰山队客场战平河南建业，在联

赛还剩四轮的情况下领先上海申

花11分。下轮联赛，泰山队主场面

对青岛中能，而上海申花则在主场
对阵陕西，泰山队赢球或者申花不

胜，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成立，

那么鲁能泰山便将铁定获得2010

中超联赛冠军。

河南建业“太狡猾”

在本场比赛之前，河南建业故

意放低姿态，无论是俱乐部老总还

是主教练、球员，均强调“泰山队实

力强劲，我们尽量去拼，但结果如何
很难保证”，这多少迷惑了鲁能泰山

队的球员以及山东球迷。等到比赛

正式开始之后，大家才发现河南队

绝对是有备而来，在现场的山东记

者纷纷感叹“河南建业太狡猾”。

开场之后，河南队便利用一切

机会向鲁能泰山施压。第11分钟，

奥比射门建功，河南队1：0领先，

让航海体育场内两万余河南球迷

兴奋异常，他们高喊“赢下山东”的

口号，表明自己的态度——— 河南建

业不愿意为鲁能泰山加冕联赛冠

军“作嫁衣”。在90分钟比赛的大部

分时间内，河南建业一直掌握场上

主动权，如果不是鲁能门将杨程有

上佳发挥，单是上半场河南队便至

少能够攻入两个甚至三个进球。

安塔尔临危救主

自从失球之后，泰山主帅伊万

便一直在教练席旁站着指挥球队。

眼看着场上形势欠佳，伊万在下半
场多次换人，但依然无法打开局面，

鲁能泰山队两个边路均无法下底，

很难对河南建业形成真正的威胁。

直到伤停补时最后一刻，泰山队才

凭借安塔尔的进球将比分扳成1：1。

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鲁能泰
山均在客场击败了河南建业，王永

珀均取得了进球，这一次又是王永

珀的助攻帮助安塔尔扳平了比分。

在伤停补时阶段，下半场替补出场

的王永珀前场起脚传中，安塔尔头

球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1：1。

“为什么不多给王永珀一点出场时

间？邓卓翔在联赛间歇期代表国家

队连战两场，还推迟了返回济南的

时间，体能已经严重透支，伊万为

何还非得安排邓卓翔踢那么长时

间？”比赛结束之后，很多山东球迷

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回家夺冠，挺好”

没能在客场加冕，鲁能泰山的

球员多少有点沮丧，但吕征在临上

大巴之前表示“回家夺冠，不是也
挺好吗”，“下一轮我们主场打青

岛，只要拿下那场比赛，我们就铁
定夺冠了。”只是如此一来，青岛队

可就倒霉了。在如今的中超积分榜
上，青岛中能排名倒数第二，保级

压力非常大。

“我们当然想赢球，但河南建

业准备得非常充分，而我的队员们

多少有点焦虑。”鲁能泰山主帅伊
万赛后这样说，“河南建业在比赛

中创造了不少机会，我们同样如

此，最终的结果是很公平的。”而河
南建业主帅唐尧东在点评比赛时

则连说“可惜”，“比赛很精彩，很可

惜最后时刻泰山队进球了，这场比

赛我们真该拿下来。”

当有人赛后试图安慰一下伊
万时，这位克罗地亚名帅强调“没

有什么好可惜的”，“我一直说希望

和山东球迷一起庆祝冠军，现在机

会不是来了吗？这场平局对我们来

说也挺好，能够拿一分回家我已经
很满意。”

(本报郑州10月17日电)

客场没能赢 加冕等一等
河南队主场1：1战平鲁能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鲁能泰山庆典泡汤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本场比赛前，鲁能队一直强调

“不会准备特别的庆祝活动”，但事

实上该做的工作还是提前做了———

按照原定计划，泰山队本来准备一

旦夺冠，全队返回酒店之后便乘坐

大巴到郑州郊外找一家酒店痛饮一

番，可惜这件事最终还是泡汤了。

李同智、孙可奇等多位山东电

力高层领导均来到郑州，这让很多

人认为“泰山队将毫无悬念地击败
河南建业”。10月17日，有不少山

东的记者临时赶到郑州，希望看到

泰山队的加冕典礼，而此前来到郑

州的一些记者也特意“搬家”，住进

了鲁能泰山下榻的酒店。而泰山队

甚至还在赛前放了一枚“烟幕弹”，

声称球队有可能“换一家酒店住

住”，他们担心赛后会有情绪过激

的河南球迷过来闹事……鲁能泰

山队的球衣赞助商耐克公司的有

关人员也来到郑州，他们特意带来

了新款球衣，供球员庆祝时使用，

可惜，泰山队这一次没能用得上。

“河南队对我们研究得太透

了，他们两个边路打得非常出色。”

中场休息的时候，一位泰山队工作

人员在闲聊时这样说。而泰山队锋

线主将韩鹏在赛后不无遗憾地表

示“没能获得什么机会”，“整场比

赛，我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射门，唉，

不说了。”鲁能泰山过于心急，河南

建业准备充分，最终的结果可以说

在赛前就已经决定了。

比赛结束之后，鲁能泰山俱乐

部总经理孙国宇、常务副总韩公政

在球员休息室内站着久久不动，表

情都非常凝重，等到所有的球员都

离开之后，他们俩还在盯着挂在墙

上的电视机，一言不发地看着里面

播放的河南新闻。尽管伊万强调

“回到济南夺冠，也挺不错的”，但

孙国宇、韩公政两个人根本不是这

样想的。(本报郑州10月17日电)

河南队让鲁能加冕延期。 本版摄影 邱志强

伊万很郁闷。

排名 球队 胜 平 负 积分

1 山东 16 7 3 55

2 上海 13 5 8 44

3 天津 10 10 6 40

4 北京 10 9 7 39

5 大连 9 11 6 38

6 杭州 10 8 8 38

7 陕西 9 9 8 36

8 辽宁 9 8 9 35

9 河南 7 13 6 34

10 长春 9 5 12 32

11 江苏 7 11 8 32

12 长沙 6 10 10 28

13 南昌 7 6 13 27

14 深圳 7 6 13 27

15 青岛 6 9 11 27

16 重庆 6 7 13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