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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小组全胜
该刷新看法了

孙可梅开二度 淘汰赛遇东道主澳大利亚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昨日，国足在亚洲杯小组赛第三轮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中，凭借孙可的两粒进球以 21 战胜对
手，以三战全胜的战绩出线，创造了亚洲杯小组赛历史上的最佳表现。由于 A 组最后一轮中，澳大利亚 0
1 负于韩国，
按照赛程，
国足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遭遇东道主。

国足锋线仍乏力
进球依赖中场球员

孙可拼到头缠纱布腿抽筋 新体

小组全胜难掩问题 下半场遭对手猛攻
面对提前出线的朝鲜队，
昨晚国足并未大面积轮换阵容，
只是在后腰位置上首次起用了
蔡惠康。比赛开始仅 44 秒，国
足就取得梦幻开局，
朝鲜队中后
卫冒顶，孙可快速包抄捅射得
手。上半场国足的控球率高达
七成，
让朝鲜队很难通过中场。
半场结束前，
孙可利用头球梅开
二度，
帮助国足20领先。
就在所有人认为国足将
取得一场大胜时，下半场国足
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佩兰
用于汉超替下了郑智后，改为
单后腰的国足在场面上开始
失控，而打出士气的朝鲜队频
频威胁到国足球门。此前佩
兰值得称道的换人昨晚显得

有些冒险。
自国足在 1976 年首次参
加亚洲杯以来，此前 10 次的亚
洲杯小组赛经历中有 3 次小组
赛
“保持不败”
，
分别是1992年、
2000年和2004年，
但本届亚洲
杯三场全胜的战绩则是历史首
次。虽然战绩不俗，
但昨晚赛后
的佩兰眉头紧锁，
对于国足下半
时的表现提出了批评，
“球队需
要总结的东西很多，
我们的失误
太多，
给了对手不少机会，
回去
后有很多事情去做。
”
虽然暴露出不少问题，但
国足的三场小组赛都依靠团
队配合和运气挡住了对手的
进攻。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看
到国足的进步。

面对澳大利亚国足应当采
取怎样的战术，1 月 17 日韩国队
防守反击的战术是国足可以借
鉴的。东道主虽然控球时间和
射门次数均大幅领先，但面对密
集防守显得办法不多，小范围的
突破能力并非他们的强项，所制
造出的威胁都有赖球员的个人
发挥。在中场方面，澳大利亚的
球员面对逼抢失误频率也是大
幅升高，反而韩国队通过快速反
击，制造出多次必进球机会，只
是没有把握好。
澳大利亚并非一支体能强
队，但国足在体能下降后屡屡出
现失误也让人很难放心，能否像
韩国一样顶住持续的攻势，是个
不小的考验。此外，锋线乏力也
是困扰国足的问题，
3场小组赛打
入的 5 个进球，除了于海的定位
球，
其他4个都由中场球员包办。
“在中国队的战术体系里，
缺
少一锤定音的前锋，所以我的战
术里，
就给了其他人更多自由，
让
更多的球员有前插去攻击球门的
机会。”佩兰说。昨晚的比赛，佩
兰并没有派武磊出场，显然是考
虑到让武磊保存体力，在面对澳
大利亚时可以全力用速度优势冲
击对手。此外，前场活动范围大
的杨旭、
灵活细腻的蒿俊闵，
都将
是国足取胜的关键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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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1378363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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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债权，
要账！

小额勿扰 15738808370

孙可打
进首球后庆
祝 新华社

澳大利亚进攻高效
国足后防面临考验
前日举行的亚
洲 A 组最后一轮中，
已经携手出线的澳
大利亚与韩国队进
行了一场强强对
话。此战澳大利亚队并未派遣
全部主力出战，前锋卡希尔以
及中场核心克鲁泽都坐在了替
补席上，而韩国队则是全力出
战，
最终韩国一球小胜。
随着小组赛全面收官，B
组头名的国足在八强战面对 A
组第二名澳大利亚。按照赛
程，双方的比赛将在 1 月 22 日
晚展开。澳大利亚小组赛前两
场打入 8 球，
分别由 8 名队员打
进，
其进攻实力可见一斑，
这也
得益于该队的中前场球员大部
分来自欧洲的高水平联赛。而
在防守方面，人高马大的东道

抵押贷款
●房地产银行贷8厘60922930
●房车银行贷7厘65329508

恒裕典当行

车房黄铂金钻名表票据物资
抵质押68902666/69822333

商标专利

●建筑资质专办1307101822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全市低价注册增资55528822

●53311990全省资金免费注册
●快办公司低价记账65675363
●低价记账●税务疑难●工商
注册●资质代办65593711

主有着欧洲球队的特点，身体
对抗相当强悍。去年的亚冠联
赛上，恒大正是被澳大利亚的
西悉尼队淘汰出局。目前的国
足中很多球员来自恒大，而澳
大利亚队中米利甘、麦凯等球
员都曾在中超效力，加之亚冠
赛场上两国球员有不少交手，
对手对国足十分熟悉。
虽然整体实力高于国足，
但两队的交锋史，国足并不落
下风。以往的战绩国足 4 胜 1
平 2 负占据优势，近 3 场比赛
保持不败。2013 年东亚四强
赛，傅博带队的国足曾 43 击
败澳大利亚，比赛中还曾一度
领先 3 球。目前阵中孙可、杨
旭、武磊都有进球。在亚洲杯
的历史上，这场遭遇战是双方
亚洲杯首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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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公司商标快办5562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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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司、
代账1551755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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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要账专家8616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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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 1 层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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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律师团队策划操作，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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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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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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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儿
郑州二七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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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诚信，
我们的宗旨：
一次
郑州新区电话：
139384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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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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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债权★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热线：
188 3824 0905
要账找人55091196 ●大额验资增资注册6381572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快速简便13903821300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53302664
《神速★要账》 诚信帮收欠款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收账15515555552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资质快办■
十年专业经验，
专业律师策划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食品QS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操作，
快速解决各种疑难欠款， 小额当天，
大额三天，
办成收费
分类信息栏目
专收欠条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诚信高效，
安全合法，
事成收费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 50 米路
东（大学路 40 号）
67947825 67425030
5.信息营业部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
交叉口东南角 100 米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 121 号（西大街与北
顺城街交叉口向东 200 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唯一热线：
155 3816 7775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
13937129575

收账，
诚信，
快速87508123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各类建筑资质二升一53302667

分别在 A15、21、2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