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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完全不在状态，球输得
合情合理。无论从积极性上、拼抢
上来说，都踢得不如亚泰好。”赛
后，贾秀全对于球队的表现十分
不满。之前面对实力相近的对
手，建业还只是得势不得分，而
昨日毫无章法的表现让球迷们也
是叹气连连。

遭遇一波三连败，建业在最近
5轮只拿到1分，球队成绩直线下
滑，究竟问题何在？“这个问题其实
我也一直困惑。这也是建业这些
年来遇弱不强、遇强不弱的一个怪
圈吧。我想通过一些调整，能够把
球队尽量稳定住，但是从前11轮
来看，有时候有进步，有时候起伏
比较大。我觉得建业毕竟还是一
支保级队，它的位置和心态如果
调好的话，可能和强队抗衡没有
问题。但稍微调整得不好，可能
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这就
是一个年轻的队伍，或者说是一个
保级的队伍和强队最大的区别。”
贾秀全表示。

接下来，建业将迎来连续3个
主场作战。目前建业的12个积分
当中，有11分是在主场取得，所以
说下个阶段将是建业关键的抢分
期。3个对手辽足、江苏舜天、上
海申鑫中，有两个都身处保级集
团，虽说谈“6分大战”还言之过
早，但建业一旦再有所闪失，不仅
引以为傲的主场优势将被蚕食，前
期积累的积分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0∶2负于长春亚泰 建业遭遇三连败

输得如此难堪，这赛季还是头一遭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35秒！本赛季中超的最快进球，很不幸，建业是
失球的一方。这当头一棒并没有给建业敲响警钟，相反后防
线连连出现漏洞，中场完全失陷，有威胁的进攻寥寥无几。
在0:2结束了昨天在长春进行的这场极为被动的比赛之后，
建业遭遇了3 连败。贾秀全坦言，这是建业本赛季以来踢得
最差劲的一场比赛。

人员危机加剧

上轮主场对阵石家庄永
昌时，李智超受伤中场休息
时被换下场，顶替他出现在
后腰位置上的是边后卫外
力，这样的安排看样子就是
为本场比赛做铺垫。果然，
昨日与伊沃搭档中场的正是
外力。

这样的组合其实是无奈
之举。李智超一周以来都没
有出现在训练场上，而买提
江早在对阵山东鲁能时就受
了伤，足协杯打安徽力天时
都没有随队前往，近来一直
在养病。两个以防守见长的
后腰都无法出场，一下让建
业的中场陷入人员危机。

本赛季以来，李智超一
直是首发，出色的身体条件
让他在防守中有足够的硬
度，进攻中表现出来的大局
观也可圈可点 ，他在场上可
以将伊沃从防守中解放出
来。而一直打边后卫的外力

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以及来
回折返，组织进攻与正面防
守并不是他的强项。昨日，外
力在中场与对手的外援胡斯
蒂对位，明显有些吃力。再加
上首发的雷永驰和尹鸿博都
不是以防守见长，整条前卫
线在对手中场的压迫中没有
优势可言，5名后卫则要承担
起更多的防守压力。

开场之后，由于过早的
失球，建业迫不得已要大举
进攻，但对手在边路持续的
猛攻，又让两个边后卫不敢
贸然压上。人员被牢牢压在
后场，每次发起反击不仅人
数处于劣势，而且要面对亚
泰成型稳固的后防线，球权
总是很快丢掉，进攻没有丝
毫收效。“刚开场的丢球对球
队战术安排影响很大，这场
比赛本来是想以稳字当头
的，但失球打乱了球队的部
署。”贾秀全说。

后防漏洞百出

35秒，本赛季中超的最快进
球就出现在昨日的中超第 11
轮。亚泰队的斜长传在头球摆渡
之后，皮球落在建业禁区的右路，
当莫雷罗跳起头球攻门时，两侧
的郑仁焕与吕建军谁都没有上前
实施干扰，让他轻松顶出一个刁
钻的角度成功破门。

出现这样盯人不紧的失误并
不是偶然，昨日郑仁焕与吕建军
防守的右路成为了建业队的隐
患，由于在防守时缺乏默契，两人
中间的肋部成为长春亚泰重点攻
击的要害。不管是下底传中还是
内切打门，亚泰多数有威胁的攻
势都来自这一点。

受外援名额限制，郑仁焕一

直以来都不是建业的主力后卫，
甚至还客串过后腰，从表现来看
他与球队的融合度还欠火候。而
吕建军速度的不足也屡屡在多场
比赛中被对手利用。昨日，建业
的这一软肋在亚泰的猛攻中充分
暴露并放大。

下半场70分钟，贾秀全先
后将两人换下。而就在此时场上
的局势再度产生了变化，亚泰队
的打门被挡出后，建业禁区一片
混乱，无人防守的胡斯蒂跟进轻
松补射将球打进。两球落后，时
间紧迫，本就处于劣势的建业队
只能采取长传冲吊的打法，但其
实建业并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

建业陷入怪圈

长春亚泰队球员莫雷罗庆祝进球。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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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1、22、23版

招聘

●聘护士、大夫13937156596
●郑州轻工业学校诚招招生

代理电话:18736002005
●宋一品食品公司常期招桶

子鸡师傅，学徒15515994390

培训招生

●白晓兵编导播音美术培训

诚招全省加盟13839964185
●学网上开店包会18738131170
●报考专本硕博学历/会计证

师经济医护证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招礼仪模特15637168676
重点中专招聘
招生咨询接待人员及代理

0371-55618505待遇丰厚

专学建筑技术
造价识图施工钢筋6710051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国文书法高考17737788589

包装印刷

●彩印塑料袋镀铝袋5363090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做纸杯？找亚辉400-0016678

转让物资设备

●转塑料厂注塑机13043950815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废旧物资设备15138693611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767259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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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美加澳日签证 037160606060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洗刷漆打孔防水61612779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美巢家政专业保洁63610857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鑫马专业保洁 60923128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招 商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15036008588
●编气球也能发大财，廊坊沐

瀛手编气球玩偶、庆典气球

装饰培训收徒 400-044-4561
QQ:570862714www.cqgz8.com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0.3%实时到账pos18603715350
●银联商务 POS金融平台招

县市合作 ，18768861058温
●大型会所保龄球室内高尔夫

等寻合作伙伴 18134710888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水溶肥招代理037160263969
北京二锅头

散酒坊 400-006-1163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电话：15038093009

转 让

●●盈利宾馆转让15713870691

●营业中（涮）火锅店转让，

生意旺，地址：东风路省中

医院对面1800m2 15936252882
●转文化路火锅店15837159550
●亿嘉人力大酒店转让，客房

80余间，含餐饮，有会议室，大

型停车场。王先生13837185798
●管城区巴爷香辣鸡煲店转

让13503712346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家电维修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软件网站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P2P、商城开发 15738386668
●淘宝网店装修 13607662008
●398 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让饭店酒吧

●兴旺进行中涮锅店转让，

东风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南 角 680m213939010022 苏

●东风路正弘公寓营业中盈

利快餐店转让 15515610476
●东区九百平饭店低价急转

有充值额近20万15938760078
●饭店450平低转15037142220

●南阳路大石桥饭店低价转让

18638682900周先生

转让商铺门面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市中心医院附近纯一层300m2

公房价低转王 13613828866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
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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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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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