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大宝：

每个人都拼到最后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大宝天天见！ ”于大宝在今晚的比赛中打进全场
唯一的进球，这也是他连续第二次在长沙打入关
键进球。

于大宝赛后表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
赛，首先感谢主教练给我这次机会。很兴奋，也很
高兴能拿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是背
水一战，开场之后压力有些大，但领先后越打越
好，每一名球员都拼到了最后一分钟。 ”

2013年3月22日国足在长沙迎战伊拉克队，
也是于大宝打入唯一入球。时隔4年，于大宝再次
成为国足福将。 对于怎么看待长沙这个福地，于
大宝说：“进球都很开心，我的进球也是全队的功
劳，长沙也是全队的福地。 ”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3月23日晚，凭借于大宝的头球破门，国足在长沙贺龙
体育中心以1比0击败韩国队， 取得本届世预赛12强赛首场
胜利，重新点燃晋级俄罗斯世界杯的希望。

长沙伢子黄博文遗憾缺阵
砥砺前行显初心，众志成城战长沙。
中韩之战，一场于国足而言必须取胜的比赛。在这天，

就连长沙的雨都不再任性，也是给“足”面子。然而略显遗憾
的是，国足阵中唯一的长沙籍国脚黄博文，就在比赛当天因
伤缺阵，“这是我儿时成长的地方、练球的场地，还有培养我
的爸爸妈妈、亲戚、教练老师们，还有长沙的球迷们，我知道
你们期待我出场。我比谁都想踢这一场，可惜了腿不给力，
跟你们说一声抱歉。”黄博文随后发布微博表示，希望家乡
球迷给予中国队最大的支持。

距离中韩比赛开球还有近一个小时，能够容纳4万人的
贺龙体育场早已化成一片红色海洋。“我们的祖国是———中
国！我们的队伍是———中国队！我们的目标是———胜利！胜
利！胜利！”数万球迷的齐声呐喊，山呼海啸，振奋人心。内心
火热的球迷助威时激情四射，进、退场时更是井然有序。

本场比赛前，5战不胜的国足已走到悬崖边， 里皮在首
发上大胆尝试，排出433的搏命阵型，特别是前场6人中除了
郑智担任后腰外，其余5人全部是进攻球员，这与国足近日
训练中苦练进攻的思路不谋而合。

“福将”于大宝长沙6次建功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稍显急躁，频频越位错失机会。韩国队

则以控球为主，伺机而动。第28分钟，国足完成第一次射正球门
的进攻，但于大宝的低射被韩国门将没收。韩国队随即发动快
速反击，南泰熙的射门擦着立柱稍稍偏出，国足躲过一劫。

在这一波高潮之后，国足迎来了久违的爆发。正如里皮赛
前的那句话，“一个前锋始终不进球， 说明他距离进球已经不
远了。”

第34分钟，中国队进球了！这是国足在本次12强赛收获
的首粒主场进球。打入这粒全场唯一进球的又是于大宝，这
位家喻户晓的“长沙福星”———4年前，同样在长沙，同样是
于大宝，在一场罕见的暴雨中为国足打入制胜一球，以1比0
绝杀伊拉克队，从而帮助中国队获得亚洲杯入场券。于大宝
也是在长沙取得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一次，是他代表国足在
这片场地第6次攻破对手城池。

值得一提的是，国足在这次定位球战术中传球、掩护、
接应、包抄、射门，一气呵成！当于大宝和国脚们跑去场边庆
祝、全场欢呼声响彻夜空时，不少韩国队员仍呆若木鸡站在
原地，如梦初醒。

“睡醒”的“太极虎”随后加强了攻势，但国足防线顽强，
冯潇霆、郑智、曾诚等众将表现十分抢眼，最终助中国队收
获这场宝贵的胜利。

从云南到长沙，从0比0到1比0，在“银狐”数月的捏合之
下，“里氏国足”已略见雏形。28日，国足客战伊朗队，值得期待！

一球力克韩国 国足重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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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皮：

不止满足于进球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 蔡矜宜 ）

1比0如愿战胜韩国队！ 国足主帅里皮在赛后新
闻发布会上格外高兴，对于延续了国足在长沙贺
龙体育中心的不败纪录，他表示：“长沙果然是国
足的福地！ ”

当里皮带着守门员曾诚走进发布会现场时，全
场记者献上热烈掌声。里皮也一脸笑容，向全场记者
挥手致意。

里皮首先总结道：“今天的比赛是一场至关
重要的比赛， 因为平局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我
们必须要拿到3分，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 ”他还
说：“我希望球队不止满足于进球， 而是在进攻
和防守端追求完美。 今晚，我们在防守端的发挥
值得表扬。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挑战，希望球
队保持住今晚防守强度的同时，在进攻端也能有
更加优异的表现。 ”

对于进球功臣于大宝，里皮称赞道：“大宝在
这场比赛中不惜体力地奔跑，所付出的努力大家
都看到了。能够在这块场地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
球，足够说明长沙是于大宝的福地。 ”

于大宝打入全场的唯一进球，但多次扑出韩
国队射门的守门员曾诚，获得本场最佳球员。 对
于这个荣誉，曾诚显得十分谨慎：“说实话，我不
希望成为最佳球员。因为这说明我们后防的压力
比较大。 我们在比赛中，还有一些做得不够好的
地方，这可能因为集训时间不足，也说明我们还
没达到最佳状态，还要继续调整。 ”

足球倾城
谭云东

足球倾城，沸腾！ 再沸腾！
1比0击败韩国队， 在现场近4万球迷的红色海洋

中，我们见证了一场久违的胜利，激情四溢的胜利！
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 国足将士就不放弃每一寸

草皮的争夺，在气势上、战术执行上压制着对手。用408
分钟颗粒无收之后的一个进球， 迎来了12强赛的第一
场胜利，这是一场多么及时的胜利！

赢韩国队有多难？从1978年双方首次较量算起，此
战之前， 中国队面对韩国队的战绩是2胜13平19负，胜
率仅为5.9%。 韩国队有6名球员在欧洲职业联赛效力，
全队身价6153万欧元，是国足的4.5倍。 再看形势，前5
轮过后，韩国队3胜1平1负列小组第二，国足仅积2分垫
底，岌岌可危。

还好，我们有了里皮。 1比0的比分，很高效，很里
皮。 作为世界名帅，他深谙足球的两个部分，是一动一
静。 动，是他清楚重压面前该有的态度，调动球员内心
必须澎湃起来：比赛关乎尊严，我们还没有失去希望。
所以我们看到了国足球员的拼劲，对胜利的渴望。 静，
是他十分清醒而冷静，两队之间存在的差距了然于胸，
针对韩国队特点，在排兵布阵上、战术用人恰到好处，
让国足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

幸运，我们有了长沙这块中国足球的“福地”。 足
球，有时候不得不信轮回和运气。 从2005年至今，这座
城市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回忆———加上这场比赛，国
足在长沙的战绩是6胜3平，保持不败。

足球倾城，长沙的3月，桃红梨白，生机盎然。 世界
杯的征程上，国足能否把这场胜利当成一次转折，从此
走上正确的轨道？我们不愿去想太远，但请记住这场若
干年后还值得回味的比赛吧———比赛结束， 身边很多
球迷流下了眼泪，有位球迷哑着嗓子说，今晚很幸福，
他闻到了球场那片绿草地散发出的清香。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国足1比0战胜韩国队， 拿下12强赛的首场胜利。
这是一场弥足珍贵的胜利，更是送给全场球迷，全国球
迷最美好的礼物。 本场比赛共有近4万球迷来到现场。
作为国足的“第12人”，他们声嘶力竭为国足加油，“中
国必胜”的呼喊几乎延续全场。

“球迷皇帝”罗西也来了
近4万的球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球迷皇帝”、中

国龙之队球迷会名誉会长罗西。
黑色的宽檐牛仔帽，红色的球迷T恤，配着白色的

紧身牛仔裤， 腰间夸张的大铜扣皮带上挂满了各式饰
物， 再加上白色山羊胡子，65岁的罗西走在球迷之中，
即使不认识他是谁，也会被吸引住。

罗西本名李文钢，辽宁鞍山人。由于热爱足球，又
长得像意大利球星罗西，故而得名。罗西是中国最早的
职业球迷，从1986年起，国足的正式比赛，他几乎场场
必到，被誉为中国“球迷皇帝”。

当罗西23日出现在贺龙体育中心入场口时， 立刻
成为球迷关注的焦点。 很多球迷和他打招呼， 上前合
影。罗西也在和球迷们合影时，一起为国足呐喊加油。

球迷文明观赛很享受
据介绍，罗西领衔的龙之队球迷会来了4000多名

球迷，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其中还有东南亚的华人球
迷。在比赛现场，龙之队球迷会一直引领着全场球迷为
国足助威。

龙之队球迷会副秘书窦贺强向记者介绍， 龙之队
球迷会来到长沙后就和当地的赛事组委会以及长沙本
地的湘军球迷协会等进行联系， 携手引领球迷文明观
赛。“不止是国足， 我们球迷也代表国家的形象。 看比
赛，要激情四射，也要文明理性。”

球迷中，除了龙之队球迷会、湘军球迷协会这样的
专业球迷团队，更多为国足助威的是普通球迷。

61岁的张寒单枪匹马从陕西赶来长沙，“本来约了
好几个球迷朋友，无奈是工作日，只有退休的我一个人
来了。但我不会孤单，因为全场球迷都是我的兄弟，大
家都是国足的球迷。”

长沙球迷徐辉带着小孩一起看球， 现场见证这场
胜利的他格外激动：“今天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中国队1
比0力克老冤家韩国队，全场的观众都已经嗨翻，激动
的心情无法言喻。战长沙，中国队胜！”

场外任意球

胜利送给
最可爱的球迷

� � � � 3月23日，中国队球员于大宝（中）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

� � � �于大宝在比赛中奋力争顶。

� � � �冯潇霆在比赛中争抢球。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球迷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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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75 9 0 0
排列 5 17075 9 0 0 0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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