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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 重庆斯威 3:3 北京国安

重庆三板斧 国安顶住了
1 比 3 落后连追两球

京彩聚焦

做客山城带回 1 分

重庆彩友险中亿元奖

3 比 3，昨天北京中赫国安客场与重庆斯威的对决打成
了一场进球大战，施密特的球队遗憾获得两连平。

调整 巴坎布扮演攻城锤

势头，所以向来不示弱的施密
特也在昨天几次表示：“我们一
定要把防守做到最好，一定要
限制对手的速度。”
国安队带齐了四名外援前
往重庆，在与“大小摩托”的对
决中，施密特再次派出巴坎布，
替下了之前几轮均有进球的索
里亚诺，其他位置则沿用了之
前的首发班底。

本场比赛前，北京国安队
主帅施密特就强调：“这会是一
场艰难的比赛。”毕竟，重庆斯
威拥有费尔南迪奥与费尔南多
的“大小摩托”组合，两人同以
速度和突破见长，被视作中超
其他球队后卫的噩梦。重庆斯
威此前两个主场均取得胜利，
而前来挑战的北京国安则在上
轮被天津泰达终结了三连胜的

进程 开场 20 分钟 1 比 3

或许之前没人能想到，这
场比赛这么快就演变为进球
大战：开场仅 6分钟，费尔南
迪奥就接卡尔德克的助攻攻
破了侯森的十指关，2分钟后，
张■传球失误，彭欣力断球后
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 2比
0。客场落后的国安队随即策
动反击，第 9分钟，比埃拉送
出助攻，奥古斯托挑射破门，
打开了自己本赛季的进球账
户。遗憾的是，巴坎布在第 12
分钟的进球被判越位无效，国
安队未能很快将比分扳平。第
19分钟，主队再次将比分扩
大，卡尔德克头槌中的，比分

被改写为 3比 1。好在朴成在
第 28分钟抓住机会，他在门
前用膝盖将球撞入网窝。下半
时开场不久，施密特的球队就
令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
张■反越位成功后头球摆渡，
巴坎布胸部将球卸下，顺势头
球破门。
当比分变成 3比 3后，国
安队的攻势也逐渐占据优势，可
惜比埃拉、巴坎布和于大宝的几
次有威胁射门均未能收获进球。
第 90分钟，卡尔德克的头球被
侯森奋力托出横梁，帮助球队避
免了“被绝杀”的厄运。最终，双
方以 3比 3平分秋色。
张瑀（左）和姜涛夹防费尔南多。

赛后 施密特对结果满意

对于这场大开大合的比
赛，国安队主帅施密特在赛后
表示：“ 这是一场高强度的比
赛，双方都全力以赴了，所以最
后的比分是公平的。在经历开
局的混乱后，回归到正常比赛
节奏很不容易。重庆这样靠反
击的球队并不好打，我们的小
伙子非常不错，后来比赛进入
了我们的节奏，球队扳平了比
分。这种拉锯战很消耗体能，
当然我们赛前希望拿到 3分，
但重庆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所以我们对结果感到满意。”
开局阶段被对手连入两
球，德国人对此认为：“在几个
失球中，我们自己有失误，而重
庆队的任意球罚得很好，跑位
也不错，足球就是这样疯狂，我
们需要去勇敢面对。在落后的

时候，小伙子们没有放弃，他们
非常好。”国安主帅也再次强
调了防守问题：“ 要想取得胜
利，防守是基础，当然在今天这
场比赛的 30分钟后，进球就
是非常重要的了。过去几周我
们在防守端做得不错，但比赛
就是这样，重庆队抓住了所有
的机会。”
在这场比赛里，施密特用
巴坎布顶替索里亚诺出任首
发，他对此解释说：“我们队 4
个外援是不同的类型，巴坎布
的特点在于他的跑动和前插，
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没有错。
但是他后面的体能出现了一
些问题，毕竟他有几场比赛没
有打，我对他今天的表现也很
满意。”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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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42期进行派奖第 2期的开
奖，本期前区开出号码 03、19、
25、29、35，后区开出号码 05、
09。本期全国销售 2.65亿元（单
期销售创新高），筹集彩票公益
金 9540万元。本期全国井喷 19
注头奖。其中 16注为 965万元
（含 55.94万元派奖奖金）追加
投注头奖；分落重庆（11注）、安
徽（2注）、山东、河南和贵州；3
注为 603万元（含 34.96万元派
奖奖金）基本投注头奖，花落吉
林、浙江和湖南。
数据显示，重庆中出的 11
注 965万元头奖分落渝北和忠
县的两个网点。其中 1注出自渝
北，中奖彩票为一张 2注 6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票；10注出自忠
县，中奖彩票为一张 10倍投、
30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单票
中奖 9654万元。
安徽中出的 2注 965万元
头奖分落滁州和合肥两个网点。
滁州中出的是一张前区 3胆 4
拖 +后区 2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966万元。合肥中出的是一张
7+3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990
万元。
山东中出的 965万元头奖
出自一张单注号码、3元投入的
单式追加票。河南中出的 965
万元头奖出自洛阳，中奖彩票
为一张 9+2复式追加票，单票
擒奖 973万元。贵州中出的
965万元头奖出自遵义，中奖彩
票为一张 7+2复式追加票，单
票擒奖 968万元。吉林中出的
603万元头奖出自通化，中奖彩
票为一张 2元投入的单式票。
浙江中出的 603万元头奖出自
杭州，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2
胆 14拖 +后区 2的胆拖票，单
票擒奖 612万元。湖南中出的
603万元头奖出自岳阳，中奖彩
票为一张 5注 10元投入的单
式票。
本期开奖结束后，53.27亿
元滚存至 4月 16日（周一）开奖
的第 18043期。 （金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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