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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大大雷雷张张呈呈栋栋互互爆爆““粗粗口口””

国国国国家家家家队队队队里里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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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防线零封对手

李松益锁定主力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鲁京大战历来火爆异常，这一次
鲁能门将王大雷与国安球员张呈栋
便在场上互相指指点点，嘴里还都爆
了“粗口”，年初的亚洲杯上，王大雷
是中国队主力门将，张呈栋也是队中
一员，给人的感觉两人的关系还算不
错，怎么到了济南，就闹成这个样子
了？

要想弄清原因，自然就得还原真
相，当时是比赛进行到52
分钟左右，场上比分鲁能
2：0领先，双方攻防转换
非常迅速，鲁能发动进攻
之时，后卫郑铮便已经躺
在本队禁区之内没有起
身，主裁判王迪并未吹停
比赛。而在国安断下球来，准备发动
反击之时，王迪鸣哨示意“比赛暂
停”，这一下，国安的球员不干了，尤
其张呈栋显得非常激动，快速跑进鲁
能禁区之内，冲着裁判大声抱怨……

裁判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罚？比
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前一个回合鲁
能进攻之时，王迪也伴随着鲁能
的攻势向前跑，并未看到倒地
的郑铮，而此时第四官员以及
助理裁判也没有及时与王迪沟
通，等到王迪转过身来看到现
场的情况吹停比赛之后，比分落
后心急火燎的北京国安队，当然
也就上火了。

张呈栋怒发冲冠，王大雷上
前将其抱住，初衷应该是保护这
位国家队的队友，不要在情急之下
对裁判做出冲动的举动，但是正在
气头上的张呈栋并不领情，他挣开
了王大雷，这一动作应该让王大雷
有点生气或者说误会，两人你一言我
一语地开始“对喷”，伴随着指指点点
的手上动作，结果便是分别领到了一
张黄牌。

“都骂成那样了，以后怎么做国
家队队友？”有网友在微博上这样询
问。其实，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比赛时
热血上涌，有点言语甚至肢体冲突都
不算什么事，闹完了冷静下来，该怎
么相处还怎么相处。西甲皇马、巴萨
的球员每次相逢都闹得不可开交，但
这也没有影响两支球队的西班牙球
员在国家队并肩作战。

本报记者 胡建明

对于鲁能泰山队来说，这场比
赛最大的收获并不仅仅是一个干净
利索的3:0，像李松益、王彤、刘彬彬
等年轻小将的稳定成长才是鲁能收
获的最大财富。

这场比赛，库卡做出的最令人
意外的决定，当数在中后卫这个关
键的位置上，派上了李松益加王彤
的组合，赛前，谁也没有想到这两名
93年龄段的年轻队员能担此重任。

值得欣喜的是，这两位小将在
比赛开始后，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尤

其是李松益几次漂
亮的抢断，赢得了
现场球迷阵阵喝
彩。不少球迷都认
为，以这样的状态，
库卡完全可以让这
对中后卫组合一直
打下去。

这对组合在外人看来比较陌
生，其实李松益和王彤在青年队的
时候，就多次搭档出任过中后卫。只
不过，李松益的位置一直固定在中
后卫上，而王彤则被当作了后防“万
金油”使用。

赛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库卡
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足球永
远都是给球员表现机会的运动，依
照现在的表现，李松益已经锁定了
自己的位置，我没有必要让他不踢，
其他同位置的队员必须同他竞争才
行。”

名次 队名 场次 积分

1 上海上港 7 17

2 广州恒大 7 14

3 上海申花 7 13

4 广州富力 7 13

5 山东鲁能 7 12

6 北京国安 7 12

7 河南建业 7 11

8 江苏舜天 7 11

9 辽宁宏运 7 9

10 石家庄永昌 6 8

11 天津泰达 7 8

12 长春亚泰 6 6

13 杭州绿城 7 6

14 重庆力帆 7 5

15 贵州人和 7 4

16 上海申鑫 7 1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鲁京大战第42分钟左右，
鲁能获得角球机会，先是塔尔
德利走到角球区，有一个触球
动作，然后他就走开了。此时刘
彬彬貌似无精打采地向角球区
的皮球走去，给人的感觉似乎
是想节省点体力，或者更直白
地说是想拖延点时间。就在这
个时候，主裁判王迪向刘彬彬

出示了一张黄牌，对于这张黄
牌，鲁能场上球员、场下教练都
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这本是球
队精心设计的一个战术套路，
跟拖延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

“细节决定成败”，现代足
球运动更是如此。早在十几年
前，国际足坛上便出现过“角
球新战术”：一支球队在主罚
角球时，两名球员上前做配
合，一人漫不经心地踢上一

脚，另外一人看上去要重罚角
球，随即便突然带球发动进
攻 ，打 对 手 一 个 措 手 不 及 。
2005年，时任中国队主帅朱广
沪带队在长沙热身时，就曾经
复制过这一战术。这一次，库
卡在济南也想玩一把刺激的，
没想到遇到了“不识货”的王
迪，不仅战术失效，还搭上了
刘彬彬的一张黄牌。

当然，赛后也有人为王迪

“喊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
为，十余年前足球规则规定，
一方主罚角球，皮球至少要

“滚动一周”才算是“开球”；现
在的新规则应该是“开出并移
动”就算开球；但是塔尔德利
当时只是在球上“踩”了一下，
皮球并没有明显的移动，因此
王迪判定“角球并未开出”，所
以才向此时走向皮球的刘彬
彬出示了黄牌。

本报记者 胡建明

两队球员在比赛中斗得火
星四溅，两位主帅却都表现得
很有风度。在这场比赛之前，库
卡和曼萨诺就凑在一起聊了很
长时间。赛后，库卡透露说，他
和曼萨诺聊得很开心：“交流的
时候我告诉他说，上赛季最后
一轮，鲁能在努力阻击恒大，我
们希望看到国安拿冠军。”

赛前聊得开心，赛后两人
也都非常尊重彼此。国安主帅
曼萨诺在谈到这场比赛时承
认，鲁能在场上的表现要比北
京国安好一些，“他们不仅防守
做得不错，而且进攻也打得非
常出色。”

当然，对于这样的结果，曼

萨诺还是觉得有些丢面子。“自
从我执教国安以来，还从来没
有战胜过鲁能，希望回到主场
能战胜他们。”

鲁能主帅库卡在完胜对手
后，也表现得非常谦虚。尤其是
在谈到曼萨诺时，给予了对方
足够的尊敬。当有北京记者请
他评价一下北京国安的进攻
时，他避而不谈，反而是对曼萨
诺大加赞赏：“曼萨诺是在中国
执教最好的教练之一，他之前
在西班牙都执教得非常好，虽
然他这场比赛没有取得好的结
果，但他在北京工作得非常好，
去年北京争冠一直到最后一
轮，今年成绩也在前列。对北京
来说这不是快乐的一天，但我
们永远尊重这样的对手。”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此次鲁能3：0击败国安，阿洛独
中两元，这只“野牛”越来越得到鲁
能球迷的喜爱。

本场比赛开场不久，阿洛便接
到刘彬彬传球首开纪录，打乱了北
京国安的整体部署；比赛最后时刻，
又是阿洛的射门将比分锁定为3：0。
与上赛季相比，阿洛的“生猛劲儿”
一点都没变，但降下来体重的他，在
场上显得更加灵活，不再“头重脚
轻”，他已经由去年的“莽汉”,变成
了如今鲁能真正的攻击利器。

在如今的中超射手榜上，阿洛
伊西奥以6球独占鳌头，考虑到他经
历了一轮停赛，在中超出场6次便攻
进6球，还有好几个助攻，这样的阿
洛自然是人见人爱。对于鲁能球迷
来说，唯一的遗憾就是阿洛由于未
能报名，不能参加5月6日鲁能客战
全北现代的亚冠小组出线“生死
战”。届时，库卡只能寄希望于另一
名巴西老乡塔尔德利，来拉自己一
把了。

这头“野牛”很喜人

中超积分榜

“角球新战术”碰上较真的裁判

刘刘彬彬彬彬的的黄黄牌牌冤冤不不冤冤

赛前，库卡和曼萨诺都聊了些啥:

上上赛赛季季，，我我们们想想过过帮帮国国安安一一把把

库卡赢球后心情不错。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截止到4月26日）

两位国
家队队友联赛
中吵成一团。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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