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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中超 北京中赫国安 4:4 延边富德

丢 4 球！ 工体昨晚不设防！
国安主场战平“副班长”

施密特不满球队表现
■体坛速递

吴易昺男双夺冠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倩）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 2017年
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青少年组比
赛中，吴易■和许育修以 2比 1
击败日本组合堀江亨 / 清水悠
太，收获男双冠军。他成为继今年
澳网的赵灵熙之后，第二位取得
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的中国大陆
男子球员。
首盘比赛，吴易■和许育修
就展现出了头号种子的实力，他
们开场就实现破发，并以 6比 4
先下一城。第二盘日本组合并没
有受到首盘告负的影响，双方的
比分交替上升，日本选手以 7比
5胜出。决胜盘实行抢十制，双方
依旧不相上下。在一度互破之后，
比分来到了 8比 9，堀江亨和清
水悠太手握一个赛点。关键时刻，
头号种子稳住心态，他们追平了
比分。在第 20分上，日本组合反
手截击受迫失误，吴易■与许育
修以 11比 9拿下了 2017美网
青少年组男双冠军。
青少攀岩赛开幕
索里亚诺展现出了极高求胜欲望，梅开二度仍没能助球队拿下 3 分。 北京晨报记者 史春阳 / 摄
4 比 4， 这是一个赛前没
有人会想到的结果。 昨晚，北
京中赫国安在主场被排名倒
数第一的延边富德队逼平，比
赛中还一度以 1 比 3 落后，尽
管下半场的爆发让国安连入
3 球完成反超， 但对手在第
90 分钟再次将比分扳平。 赛
后，施密特直言，球队上半场
表现很烂。

■中超积分榜
排名
胜/平/负
1 广州恒大 18/2/4
2 上海上港 14/6/4
3 河北华夏 12/6/6
4 天津权健 11/8/4
5 山东鲁能 11/7/5
6 广州富力 10/7/7
7 北京国安 10/7/7
8 重庆力帆
9/7/8
9 贵州智诚
9/6/8
7/7/10
10 长春亚泰
11 河南建业
5/9/10
12 上海申花
6/6/11
13 江苏苏宁
4/10/9
14 辽宁开新
4/5/15
15 天津亿利
3/7/13
3/6/15
16 延边富德

积分
56
48
42
41
40
37
37
34
33
28
24
24
22
17
16
15

■中甲战报
大连超越 2 比 4 北京控股

梦幻开局 随后连丢三球

在国家队比赛的中超休赛
期间，国安队选择到德国集训，
本场比赛也被施密特定义为对
集训效果的检验。于大宝进入
替补名单，因伤缺阵四个月后
终于宣告复出。
赛前，无论是媒体还是球
迷，都认为这是一场没什么悬
念的比赛，从到场人数不足 3
万人，也可以看出球迷对于比

赛的态度。开场不到 3分钟，奥
古斯托开出角球，于洋甩头破
门。这一闪电入球，似乎也印证
着大家的看法。
第 25分钟，赵和靖将球塞
入延边队禁区，索里亚诺脚后
跟做球，巴顿近距离抢点攻门，
延边门将池文一快速扑挡，皮
球击中横梁弹回。不过，巴顿在
这次攻势中受伤，不久后被张

池明换下。
迅速取得 1比 0领先，又
在此后创造出了扩大比分的机
会，国安队的表现逐渐有所放
松，没有持续给延边队施加压
力。但是，球队很快遭到了惩罚。
第 29分钟，杨智低级失误送给
对方一粒点球。到第 40分钟，延
边队连续取得 3个入球，上半场
结束时反而以 3比 1领先。

再次逆转 又犯同样错误

下半场，国安迅速调整状
态，第 50分钟，索里亚诺赢得禁
区弧附近任意球，他亲自操刀攻
门，皮球从队友在人墙中闪身让
出的空间快速穿过，疾飞入网
窝，2比 3。5分钟后，国安借角
球机会连续冲击，张稀哲右翼斜
传将皮球送至远门柱附近，于洋
极小角度下头球破门，梅开二度

将比分扳成 3比 3。
此后，国安士气大振，第
69分钟，张稀哲中路送出快速
塞球，索里亚诺侧对来球完成
高水准停球，随之冷静斜射攻
破球门。在将个人入球数提升
到 14个的同时，帮助国安 4
比 3反超比分。
不过，随后国安又犯了与

上半时同样的毛病，进攻有所
放缓，给延边的压力再次放松。
虽然延边队体能明显下降，但
在收官阶段仍努力控球，第 90
分钟，斯蒂夫在禁区左侧得球，
向中路传球被雷腾龙挡回后，
重新得球斜射破门，完成个人
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也将比
分锁定为 4比 4平。

施帅直言 这表现不正常

比赛结束后，国安主帅施密
特开门见山地说：
“今天我们上
半场打得很不好，没把握住领先
优势。进攻组织很烂、攻守转换
也很烂，这不是球队正常表现，
所以我们受到了相应惩罚。”
对于中场休息的调整，施
密特直言：“我们告诉球员，想
要改变比分，就要把节奏带上
去，下半时我们踢得很精彩，也
配得上后来的比分。但最后阶
段有些松懈，以为稳拿了 3分，

结果反而被对手扳平，这让我
们非常遗憾。”
对于这场跌宕起伏的比
赛，施密特坦言：
“我们还是需
要接受这个现实，今天这场比
赛让我学到了很多，对球队增
进了解，以后会更好地成长。今
天确实不是我们想要的足球，
很可惜我们在领先时没能保
住，队员的确有些松懈。领先时
我们本有机会打进第 5个球，
这也证明在足球里仅仅领先 1

个球不能保证胜利，今天大家
确实太轻敌了。”
攻入两球的于洋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结果很遗憾，主要是
由于球队自己的状态不好，“我
们进入比赛的节奏比较慢，而
且在比赛最后时刻有些放松。”
谈到 1比 0领先时被对方连进
3球，于洋说：“当时的感觉就
是对比赛有些失控，整体都不
在状态，没有把对手限制住。”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倩）

日前，2017凯乐石全国攀岩希望
之星华北区域总决赛在北京市岩
时攀岩馆拉开大幕，本次比赛吸
引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四地的 200多名小选手们参赛。
中国登山协会本着“快乐攀
岩，健康成长”的活动宗旨，在
2017年 7月至 10月在沈阳、杭
州、贵阳、北京、银川、郑州、深圳
七地举办 2017凯乐石全国攀岩
希望之星区域总决赛，预计将有
来自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
千名小选手参赛。攀岩希望之星
区域总决赛是各地区攀岩希望之
星活动成果的展示平台，同时通
过比赛将选拔各区域优秀选手参
加全国总决赛。
垂直马拉松开跑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宋 翃）

2017国际垂直马拉松北京公开
赛日前在北京金地中心举行。赛
事由建外街道总工会及北京金地
中心共同主办，广州垂马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超过 500名选
手对 168米的高度发起挑战。
国际垂直马拉松北京公开赛
作为华北地区最高级别的国际垂
直马拉松赛事，已连续三年落地北
京金地中心。本次比赛场地高达
168米，共有 40层、1200个阶梯。
组委会透露，此次比赛每有一位选
手成功登顶，北京金地中心都将为
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进行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