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大连市
区50公里开外的
普湾体育场上空，
熟悉的鼓点声与
“大连、大连”的呐
喊声交替回响。
根据大连防疫相
关要求，比赛仅对
7日内未曾离开
大连的球迷售票，
大连人球迷占据
球场70%的座席，
申花迎来本赛季
第一次真正意义
上的客场比赛。

另一个“第一
次”来自对手的打
法，大连人的高位
逼抢和快速向前
是 全 中 超 独 有
的。吴金贵曾说，
会在比赛中回答
如何破解大连人
的打法。最终，申
花用第88分钟和
补时阶段的两粒
进球给出了答案。

专题撰稿 特派记者
丁梦婕 发自大连

独家揭秘“神奇2分钟”，朱建荣原不在预案中

绝杀诛心，“吴谢”可击
董岩锋 58′

“女球迷喜欢谢晖这样有魅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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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湾体育场现场观看新版连沪战
的球迷人数达到9929人。谢晖打造的
“压着打”战术连同他的个性，成为大连
人球迷入场观战时津津乐道的话题，不
少球迷穿上印有谢晖头像的特制T恤表
达对他的喜爱和支持。

一名女球迷向记者展示自己球衣
中心的“谢晖”签名，“谢晖是让我们大
连足球又一次崛起的主教练，他之所以
能够成为让大连球迷追捧的男人，是因
为他做到了让大连足球‘倒退’20年。”
她说，“是的！你没听错，就是‘倒退’
20年，因为20年前正是大连足球最辉
煌的时期！”另一名女球迷指了指衣服

上的“谢晖”头像，“女生肯定会特别喜
欢这样有魅力的男人。他是给大连足
球包括中国足球的现状带来改观的教
练，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激情洋溢的教
练，大家很支持他，也很支持大连队。”

如今的这支大连队算不上强队，但
在谢晖的打造下，球队从不示弱。“我在
有限的时间里是可以冒险的，哪怕我的
实力比你弱，只有30%的时间可以压
制，但我还是敢于冒险进入你的禁区，
在你丢球的那一刹那给你打击，给你的
球门制造麻烦。”谢晖说。

对此，申花是有所准备的。在稍长
的比赛准备期里，教练组先给球员安
排了一个短假调整心情，此后安排了
一场热身赛调整球队的状态。比赛临
近时，教练组召开了一个时间稍长的
队内会议，针对大连人的战术特点进
行了更为详细的部署。

在训练中，申花队分为主力和替
补进行正式比赛的演练，替补以高位
逼抢和快速向前模拟大连人的踢法。
教练组提醒球员：“这20分钟基本上就
是大连人开场后20分钟的打法！大家
记住这种一上来的节奏。”在申花的预
想中，如能挺过大连人开场后轰炸般
大举进攻的20分钟，此后就有希望主
动调整节奏，伺机进攻，逐渐将比赛的
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

本报记者 李冰

哪怕是0比1之后大举压上，哪
怕是比赛最后阶段很少见地在前
场“堆积”了六名进攻队员，但是整
场比赛下来，申花队在控球率上还
是“输”给了“压着打”的大连人，用
球迷的话说，就是“一如既往地被
对手按在地上摩擦”。

不过，对申花主教练吴金贵来
讲，比赛结束之后，站在场边迎接
队员下场的时候，挂在他脸上灿烂
的笑容，显然已经说明了一切——
一场典型的“申花式的胜利”之后，
吴金贵的球队把至关重要的3分
收入了囊中，在第18轮联赛之后，
继续留在了积分榜第三的位置上，
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保级的
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场比赛大连人是主场作

战，再加上跟申花的渊源，他们赢
球的欲望肯定比以往更强。”赛前
分析对手时，申花教练组便准确地
掌握住了对手的心理脉络：“他们
要‘压着打’，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他们压不上来，然后利用反击创
造机会。”

同样是强调防守，但是针对
大连人这个对手，吴金贵对申花
球员的要求，跟以往并不完全相
同，在顶住对手中路正面进攻的
同时，左右两个边路也基本不给
大连人球员接近底线传中的机
会。“同样是压着打，跟申花这场
比赛大连人队的很多进攻都是从
中场45度起球的。”

对于申花队2比1逆转战胜大
连人队的结果，一位圈内人士直
言，虽然下半场被对手打进了一
粒世界波，但是从整场比赛来看，
申花还是“赢”在了防守上：“上一
场大连人打北京国安，包括之前
他们的很多进球，都跟打申花进
的那个球一样，是从边路横向转
移到禁区附近完成的，那种直接
长传冲吊得分的并不多，所以能
够把对手挡在大禁区以及延长线
之外，逼着对手斜传起高球，用控
球率的‘面子’，换来了赢球的‘里
子’，这是申花这场比赛战术打法
上最成功的地方。”

赢下了这场“师徒之战”后，
对于自己曾经带过的谢晖，更多
的是肯定和鼓励。“我一直跟谢晖
讲，现在这个舞台你们应该展现
得更多，给了中国教练这样的机
会，你们要掌握住，把握住，而他们
也确实非常努力。中国足球处于
这样一个低谷时期，一个非常困难
的时期，对中国教练来讲，是一个
机会，希望年轻教练不要放弃，要
努力。比赛总是有胜负，希望不要
就这场比赛去分谁高谁低，说实
在的，他们的球员跟我们相比，可
能在某些位置上还是有一定差
距，所以总体来讲协会做得真的
非常不错，这一点大家都是有目
共睹的。”

“师徒”对决
虽输了面子
但赢了里子

朱建荣 88′91′

吴金贵赛前说：“我们进入比赛的
状态要更快一点，从哨声响起的那一
刻就要适应对手的节奏。我们也要有

自己的节奏，去应对对方的快节
奏，用和对方同样快甚至是更
快的节奏去打这场比赛。我
们要有逼抢，给对手制造压
力，尽可能不让对手打成逼抢
的战术。”

但在申花看来，一旦临时
改变战术就有可能陷入对手
喜欢的节奏，从而造成后防线
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球队并不
打算“攻出去”，延续了前五场
的“退守”战术，仅左右两个边
后卫位置换了人，柏佳骏、张
璐分别顶替温家宝、徐友刚首
发出战。

然而，申花预想中用快节
奏和逼抢压制对手同样快的
节奏和逼抢的方案在比赛中
失效了。大连人的压迫式打
法不仅仅在开场后20分钟内
发挥出作用，下半场开场后也
保持了很高的战术执行力，一

粒世界波成为了对手得到的回报。此
时，不甘失利的申花开始“压出去”打。

事实上，最后时刻被换上的朱建荣
原本并不在申花下半场的方案中。上
周日的热身赛中，朱建荣在拼抢时拉伤
了大腿肌肉，这是旧伤，曾导致其多次
缺席比赛。朱建荣承认自己拼得有点
“猛”了：“确实很想重新回到球场上比
赛，但球队现在并不缺人，肯定更需要
拼一拼。”他对于比赛的渴望被球队内
部的竞争力激发了出来。

经过短暂治疗后，缺席了训练课
的朱建荣进入比赛名单。第78分钟带
伤登场，他在2分钟内连入两球，帮助
球队完成绝杀逆转。赛后，朱建荣表
示球队赢在对战术部署的坚持：“吴导
提到过落后的情况下该怎么办，领先

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僵局的情况下该
怎么办，我们球员一直在执行主教练
的战术。”
“比赛非常精彩，双方给球迷献上了

精彩的比赛，很久没感受到这样的球场
氛围了，这样的氛围也激励了两队球
员。”吴金贵直言，赢球有运气成分，“大
连人在谢晖指导的带领下进步非常大，
整场比赛对我们进行了压制，我们一直

处于被动，对方占了很大优势，我们最后
阶段在经验上起了关键作用，对手也有
主力中卫伤退，所以我们获得了机会。”
“我们能够在大连取得这样的成

绩，是与大连方面对申花的支持是分不
开的，有好的条件安心训练，我们真的
非常感激。我们赢了比赛，但希望双方
不要放弃，也祝大连人好运，也希望我
们好运。”吴金贵说。

2022赛季
中超联赛积分榜

排名 球队 积分 净胜球
1 武汉三镇 47 42

2 山东泰山 43 26

3 上海申花 36 10

4 上海海港 34 10

5 河南嵩山龙门 31 12

6 梅州客家 30 12

7 浙江队 29 12

8 成都蓉城 28 1

9 北京国安 27 1

10天津津门虎 23 1

11长春亚泰 22 3

12大连人 19 -5

13深圳队 19 -16

14沧州雄狮 18 -8

15武汉长江 17 -15

16广州队 11 -16

17广州城 9 -26

18河北队 3 -44

—— 赛事预告 ——
10月4日 19:30上海申花 VS河南嵩山龙门
10月9日 20:00深圳队 VS上海申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