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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伤势还未痊愈，建业
的后防大将戈麦斯在比赛开
始时坐在替补席上，前场依旧
是哈维尔、萨哈拉与伊沃的

“三叉戟”组合。与此前阵容
有些变化的是，本赛季第一次
首发的张可担任左边后卫。

开场后，贵州人和显然对
建业犀利的反击有所忌惮，阵
型不敢贸然前压，更多是通过
外援尤里这位风险快马冲击
建业的后防线。波澜不惊的
场面在第25分钟突变，建业
通过禁区内一连串精妙的小
配合制造了杀机，只可惜萨哈
拉在禁区内面对门将的大力
抽射稍稍打高。不过，这次机
会并未溜走，随后的角球被人
和解围后，建业队员在禁区外
将球调入禁区，反越位成功的

郑仁焕分球，哈维尔打空门得
手。打破平衡之后，建业本有
机会扩大比分。第36分钟，
伊沃前场断球，连续过人杀入
禁区，但并未选择将球分给一
侧无人防守的哈维尔，自己打
门被门将扑出。

上轮惨败给上港，建业队
在禁区内多次无谓失误。一
周来，虽然老贾一直在狠抓防
守，但致命的失误再次出现。
第44分钟，毕津浩停球被断，
人和队拿球后一脚直塞穿透
了建业防线，尤里摆脱顾操的
防守将比分扳平。“毕津浩在
上周打完比赛后就开始发烧，
身体有些跟不上。”老贾也在
赛后作出解释，随后换下一张
黄牌在身的顾操，也是由于其
不在最佳状态。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河南省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青山处
获悉，为备战今年夏天的喀山游
泳世锦赛，国家游泳队正式公布
了62人的新一期集训大名单，我
省共有5人上榜，分别是李昀琦、
张馨予、宁泽涛、索冉、李爽，另外
1名教练员和2名队医也进入集
训队工作。

从5月2日起，国家队开始在
北京集训。7月24日至8月9日
即将在俄罗斯喀山进行第16届
世界游泳锦标赛。河南此次有5
人上榜，杨青山比较满意，2011
年的上海世锦赛，河南省还只有
李昀琦一个人参加。

其中的焦点人物是国内泳坛
“短距离之王”宁泽涛，在4月中
旬结束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他
在男子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
个项目上均顺利夺冠。场外，宁
泽涛也收到一个好消息——荣获
第19届“河南五四青年奖章”。
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宁泽涛
表示：“作为一名常年在外训练很
少回家的河南运动员，家乡父老
给予一份这样的厚礼，真的非常
感动。”

河南5泳将
入选国家集训队

临门一脚太糟
建业胜利溜跑
□记者 王玮皓 文 平伟 摄影

当一球领先的建业被扳平比分后，进球功臣哈维尔懊恼地挥舞着拳头，这样的一幕，
也成了这场比赛进程与结果的真实写照。5月2日，建业在主场11被排名倒数第二的
贵州人和逼平。建业虽然在场面上优势明显，但临门一脚上未能做好，而只因后防线的
一次处理球失误，便被对手抓住了得分机会。此役过后，建业在积分榜上排名第8。

对于刚刚经历了
换帅风波的人和队，客
场拿1分显然是个不
错的结果。人和主帅
李春满在下半场适时
地撤下前锋换上中场
和后卫开始死守。而
贾秀全也换上戈麦斯，
将毕津浩推到锋线，通
过变阵寻求机会。“换人
的意图就是想拿下比
赛，效果也很明显。”

有毕津浩这个前场
支点，建业创造出了不少
绝佳的得分机会，只可惜
临门一脚始终把握不住
——萨哈拉禁区内的一
记凌空抽射稍稍偏出，郑
仁焕在一次混战中将近在
咫尺的射门打高。即使在
比赛第89分钟，建业仍然
有绝杀机会，但哈维尔将
禁区线上的任意球打
偏。

赛后，老贾不无遗
憾地接受这场平局，

“从过程来看，取得
了很多不错的机
会。但足球都是这
样，临门一脚始终
是问题。队员还
是年轻，我一直都
强调沉淀和积累，
我们做得还是不
够。”

临门一脚
屡屡欠佳

一支去年还在打亚冠的
球队，今年却在为保级苦战，
贵州人和迅速衰落的不只是
成绩，还有曾经作为强队的气
质。

下半场开始后，比赛节奏
频频被打断，只要出现身体接
触，贵州人和队员便倒地不
起，尽管建业球员多次与裁判
交涉，但对手频繁地打乱比赛
节奏，让准备大举猛攻的建业
长时间内有劲使不出。

不仅如此，人和对伊沃也

“照顾”有加，一向好脾气的伊
沃终于压不住火一把将对手
推倒在地。面对黄牌，伊沃不
停向裁判做出对手肘击的动
作。要知道，在此之前史亮就
曾在防守时从背后将伊沃铲
倒。

赛后有记者提出让老贾
评价一下贵州队这种非常规
的表现，不过被他用玩笑化
解，“我不能说，评价了就犯错
误，也许年轻10岁我敢说，但
这个年龄我不敢说了”。

一次失误 痛失好局

频频倒地 打乱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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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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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金水路润华商务花园纯商务

写字楼招租 63616111/222
●学校寻合作或租18625502626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1 万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花园路56号郑花大厦4-12楼
整体招租面积：7000m2电话：

65656380、65656392

●经三路纬四路南100米路东

一二楼 1200m213937166607
●禹州市政府对面，繁华商业

地段 1-12 层 1.7 万平物业对

外招租（综合酒店、银行、

餐饮等与酒店相配套的行业）

13526834307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公展厅商铺出租 13676994629
●郑州航空港区9700平米整院

出租，人流大，方便停车，

电话：56592666 17839957000

●7000m2 郑州市框架楼房出租

仅限养老行业 13598875180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临街

商铺 300m2 13703841004
●丰产路政六街一二层旺铺

560m2 整租分租 18937183983
●曼哈顿临金水路旺铺招租，

300 平方，电话 18903712259

房地产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出售西大街 5层商铺 2千平

方价格面议 13383818833
●转全产权厂房 18538709728
●周口带租旺铺 18625883344

●花园洋房、山水小城，度假养

生，小户型大产权现房，起价

3980/m2 起，海南看房吃住行

全免 18037457093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写字间楼

大石桥商铺
特惠旺铺招租 13213112297
天龙大厦整层
另有部分写字间出租67978288

求购求租

●求租仓库厂房5000m2郑州东、

南片区，独院，有行车优先考虑。

15093371192 13939020719

出租仓库厂院

●南曹乡郑尉路15000平方米

可以分割物流用地20亩站台20
00平米办公楼1500平米，电话

13838209321赵13526802141胡
●郑州桥北厂房 9000m2（有行

车、空地）出租18838231328
●南曹大型国仓 15093167057

●郑州曲梁镇2万平米厂房库房

13203871190，13783602593
●西四环北厂仓 13676966660
●南四环与西四环独院厂房

出租 2600m215617870999
●北郊厂房出租 15803999606
●黄河路南阳路北100米路东仓

库办公楼出租 6000m2可分租

15225069305、18137110515
●江山路钢构院 13903850826
●郭店仓库厂房出租，共计

15000m2 可分租 15565666666
●北郊仓库出租 13676950239
●市郊工厂 17 亩有证租售

6500m2可分租 13603715983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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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迪A6包月 15038199666
●一飞租车车新价优 60277555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专业烤漆柜台：13253618678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加固厂房桥梁 13253529116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工程预决算 13015533300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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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11被贵州人和逼平

【建业】

【人和】

【问诊】

哈
维
尔
在
比
赛
中

昨晚，切尔西在英超第35轮
比赛中主场10力克水晶宫，阿
扎尔主罚点球被扑出后补射入
网。此役后，切尔西领先5场未
赛的阿森纳 16 分，提前 3轮夺
冠。

赛后谈到夺冠，主帅穆里尼
奥强调更多的是努力。“我回切尔
西就是来努力的，努力到极限，付
出一切努力。成为冠军是努力和
专注的结果。每个奖杯都是努力
的结果，每个奖杯都值得高兴，我
很骄傲。” 新体

切尔西提前3轮
夺英超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