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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封路通告
因省道辽小线（S319）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

需要，拟对辽小线 K115+649—K128+168.3路段实

施半幅封闭。封闭日期：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道路交替施工期间，半幅通行，请过

往车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交替减速安全通

行。

特此通告。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交投高级路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封路通告
因葫芦岛市 2022 年丹东线（高小线交叉口至

河北界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起点位于高小线交

叉口，桩号为 K1310+300，终点河北界段，桩号为

K1332+692。工程开工日期：2022 年 6 月 15 日，完

工日期：2022 年 9 月 30 日，为保证群众出行安全，

道路施工期间车辆行人减速慢行或绕行，因施工带

来的不便，给予谅解和支持。

绥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建昌县建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封路通告
因省道阜锦线（S217）阜新境内玍海西桥拆建工

程施工需要，拟对阜锦线K11+982.0-K12+108.0路
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日期：2022年6月11日-2022
年10月31日。

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施工现场交
通指示标志绕行。

双向绕行路线：中华路➝科技大街➝玉龙
路➝西阜线➝中华路。

特此通告。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封路通告
根据《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关于朝阳

市北杨线（青山商砼至财经学校段）修复养护工程

施工图设计的审查意见》的要求，自2022年5月30

日至11月30日需对K119＋467至K123＋200路段

半幅封闭交通，进行道路施工。届时，一切过往车

辆及行人请按指示标识减速慢行，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朝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丹霍线古松沟（K157+600）至红庙

子加油站（K185+900）路段，于 2022年 6月 17日至

2022年9月30日，实施半幅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减

速慢行，按施工现场布置的标志牌行驶。

沥青摊铺作业全幅封闭时间，视工程进度而定，

具体时间另行通告。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辽宁科技学院中桥上部拆除重建施工，需对

石桥子沈本产业大道（G304丹霍线）桩号K12+858
至 K13+014 实施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按照施工
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牌绕道行驶。

途经沈本产业大道（G304线）科技学院中桥8吨
（含）以上货车绕行路线：

1. 本 溪 至 沈 阳 方 向 ：沈 本 产 业 大 道（G304
线）—孙思邈大街—红柳路—华佗大街

2. 沈 阳 至 本 溪 方 向 ：沈 本 产 业 大 道（G304
线）—秋盛路—木兰路—本石线

封闭时间为2022年6月18日至2022年9月30日。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沈环线北台大桥（左幅)拆除

重建，需将该桥全幅封闭，北台大

桥（右幅）中间采用水马分隔双向

两车道通行，限速 40Km/h，限载

49t,车辆间距不小于10m，禁止车辆

桥上排队，禁止桥上停车。

封闭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6 日

至2022年10月30日。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按照施

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牌行驶。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遗失声明
▲营口华美艺玛木业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许可证 210882107595 丢失

作废。

▲辽宁悦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辽）JZ安许证字〔2021〕018403安全生

产许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封路通告
因省道库盘线（汪昌营子至建设

段）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拟对

库盘线K30+905—K51+058段实施半

幅封闭。封闭日期：2022年6月7日—

2022年10月31日。施工期间，道路半

幅开放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按施工

现场交通指示牌减速安全通行。

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山公路建养有限公司

1 胜 2 平，新赛季中超联赛 3 轮
战罢，大连人队保持不败且已斩获5
分，特别是其攻出去、压着打的积极
战术体系，出乎许多人预料。

新赛季开赛之前，大连人队被认
为与广州队、河北队同一档次，可能
整个赛季都要为保级而战，但当比赛
打响，该队的表现却让人耳目一新。
而这要从其新帅谢晖说起。

当初大连人俱乐部面向全国公
开招聘主教练时，与大连足球毫无关
系的谢晖脱颖而出。一位专家组成
员透露，谢晖在面试时采用大量数据
阐述自己的执教理念，其表现确实超
出其他竞聘者。

这个信息在解释大连人俱乐部
为什么选聘谢晖的同时，也在提示人
们，谢晖确有一定的执教水准。执教
大连人队如此短的时间，谢晖能将球
队带到现在的水平，堪称惊艳。一支
围绕中甲联赛备战的球队能够发挥
出超预期的实力，大连人队也给其他
全华班球队打了样。

6月16日，大连人队将在中超第
四轮对阵浙江队。在赛前新闻发布
会上，谢晖表示：“上个赛季，我带南
通支云队和浙江队有过两场对决，我
对他们有一定了解，我认为浙江队的
联赛排名与其实力不符，应该比现在
高很多。所以，我们会重视对手，精
心准备比赛，希望取得理想的比分。”

对于大连人队目前越打越顺的
攻出去、压着打的战术体系，谢晖表
示：“足球不是数学公式，不能简单地

进行计算。我认为球队需要很长时
间才能达到对战术的完全融通，我们
很清楚，我们的战术体系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逐步解决，特别是我们不能
把体能和战术能力分开看，二者是相
辅相成的。”

谢晖还谈到老队员在大连人队

的作用：“这些球员在很长时间内没
有被圈内认可，我不清楚其中的原
因，现在看他们配得上在中国足坛的
最高舞台展现实力，他们的努力配得
上人们的尊重……”

3战过后，大连人队取得了完美
开局。当然，他们不能因此高枕无

忧，随着各队对其打法的熟悉，随着
联赛持续进行球员的体能下降，大连
人队还能不能一直“压着打”，外界
颇为好奇。大连人队能有多大后劲
儿，取决于谢晖的指挥调度，取决于
球队的板凳厚度，更取决于王腾达、
赵健博等小将的进步速度。

从打法到战绩令人眼前一亮

大连人队异军突起表现超预期
本报记者 朱才威

递 补 进 入 中 超 ，队 内 老
将多、无外援，诸多不利因素
下，大连人队却在主教练谢
晖的带领下，前三轮取得 1 胜
2 平佳绩，节奏明快，打法积
极，其“压着打”的踢法更是得到各
方好评。

“压着打”其实不是什么新战
术。说起来，“压着打”与当年徐根宝
的“抢逼围”有些类似，都是以高强
度对抗、快节奏攻防的踢法来赢得主
动，从而达到赢球的目的。换了几代
球员，快抢快打在中超赛场仍旧管
用，可见节奏缓慢这个中国足球的顽
疾仍然严重。谢晖说得很清楚，他是

“拿来主义”，从近邻日韩到欧美强队
都已经证明，你只有打得快，才能适
应快节奏，你打得慢，会越来越慢。

“压着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

场面上压制对手，而是当有进
攻机会时，毫不犹豫地投入大
量兵力，果断地快速向前推进，
给对手的防守带来压迫感。大
连人队能做到“压着打”，与平

时的训练密不可分。全队跑动能力的
提高，带来的便是各个局部位置形成
人数优势，以多打少，以多抢少，再辅
以战术路线设计，于是，流畅的传球和
进攻套路便行之有效地运转起来。

“压着打”更是球迷的一种期
盼。国足在十二强赛上被对手压着
打，是中国足球的痛处。正因如此，
大连人队“压着打”的战术一夜之间
圈粉，不仅是球迷对谢晖能力的认
可，更是大家对中国足球早日崛起的
期盼。对大连人队来说，“压着打”可
能不会每场比赛都奏效，但既然选择
了这种风格，就要坚持下去。

“压着打”战术为何一夜圈粉
黄 岩

争锋

ZHENGFENG

6月16日，中甲联赛第三轮全面
开战。在大连赛区，辽宁沈阳城市队
将迎来本组“种子队”黑龙江冰城
队。尽管双方实力存在一定差距，但
如果辽宁沈阳城市队做好防守，未必
没有从强敌身上拿分的可能。

黑龙江冰城队上赛季曾双杀辽
宁沈阳城市队，最终获得中甲第七
名。在这个休赛期，该队与辽宁沈阳
城市队同样换帅，前辽足球员、主帅
臧海利成为该队主教练，该队主力阵
容也发生很大变化。翻看黑龙江冰

城队的球员名单不难发现，该队不乏
卜鑫、雷永驰、陈立明、张靖洋、杨国
元、刘建业等名将，整体实力在中甲
处于中上游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黑龙江冰城队的
攻击力极强，中甲首轮曾4球大胜北京
北体大队，创造了本赛季中甲开赛以
来最悬殊的比分。外援埃文斯·埃迪
令该队的进攻套路更加丰富，将对辽
宁沈阳城市队的防守构成严峻考验。

在与强队交手时，过于冒进并不
明智，先扎紧“篱笆”是较为现实的选

择。从前两轮比赛来看，辽宁沈阳城
市队场均丢一球，且防守体系没有完
全搭建起来，这会成为比赛中的隐
患。首轮与上海嘉定汇龙队的比赛，
辽宁沈阳城市队的三中卫阵型效果
并不理想，第二场换成了四后卫才有
所起色，尽管如此，四川九牛队还是
利用娴熟的配合获得了非常多的射
门机会，如果不是表现神勇的门将刘
君化解了包括点球在内的至少 3 次
必进球机会，辽宁沈阳城市队恐怕难
以全身而退。

16 日的比赛，辽宁沈阳城市队
还是应从防守做起，一方面要切断对
方重点进攻人员与队友间的联系，一
方面要提高本方防守球员的呼应和
协防能力，用整体防守来弥补个人能
力的欠缺。从前两轮比赛结果来看，
本赛季中甲强队与弱队并非泾渭分
明，是胜是负充满了变数。因此，辽
宁沈阳城市队本场比赛既要摆正位
置去拼对手，也要避免畏首畏尾的心
态，只要让人们看到这支青年军的进
步，结果如何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战强敌拿分不易

稳固防守是城市队当务之急
本报记者 李 翔

新华社伦敦6月15日电 去年
欧锦赛冠亚军意大利队和英格兰队15
日双双在欧国联足球赛遭遇失利。

“蓝衣军团”被德国队以5∶2击退，“三
狮军团”在主场以0∶4败给匈牙利队。

德国队依靠基米希第10分钟的
近距离射门力拔头筹。上半场补时
阶段由京多安点球命中扩大比分。

易边再战，先是穆勒半凌空抽射将比
分改写为3∶0，随后维尔纳在第68和
第69分钟连下两城。意大利队最后
时刻追回两球，但已无关痛痒。

10 天前在匈牙利队主场，英格
兰队以0∶1告负。如今回归主场，没
想到他们输得更惨。匈牙利队全场
只有7次打门，却带来4个进球。

匈牙利大胜英格兰
德国痛击意大利

欧陆烽火

6月12日，大连人队球员吕鹏（右）在比赛中进攻。

6月15日，意大利队球员费利佩（左）与德国队球员拼抢。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25∶19、25∶22、25∶14，在 15 日晚
进行的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二阶
段首轮比赛中，中国女排连下三局，
轻松击败比利时队，以总比分 4 胜 1
负的战绩重回积分榜三甲。值得一
提的是，此役主教练蔡斌身体不适，
辽宁籍助理教练袁志临时接过帅印
指挥比赛。

相比于第一阶段比赛，中国女排
在14人名单上只做了一处微调，在接
应位置上由陈佩妍顶替缪依雯。本场
比赛，中国女排派出的首发阵容是主攻
李盈莹、金烨，副攻袁心玥、王媛媛，接
应龚翔宇，二传丁霞，自由人王唯漪。

在本场比赛中，中国女排并未遇
到较大困难，仅是在第二局因自身发

挥有所起伏、一攻略显乏力，导致比
赛一路胶着。此役，双方在进攻端得
分比44∶43，中国女排仅领先1分；在
拦防方面，中国女排以 10∶0 占据绝
对优势。龚翔宇全场贡献 19 分，成
为中国女排得分最多的球员。

在第一阶段比赛中，中国女排连
续以3∶1的比分击败荷兰队、土耳其
队、意大利队，却以 2∶3 爆冷不敌泰
国队，暴露出一传不稳、攻击乏力、全
队发挥起伏较大的问题。第二阶段
比赛，中国女排的对手为比利时队、
加拿大队、美国队及日本队，后两场
连续对阵实力强劲的美国队和日本
队，对于新一届中国女排来说是较为
严峻的考验。

袁志接替蔡斌临时指挥

中国女排轻松击败比利时队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5 日，新赛季中超联赛展开第
四轮争夺。武汉两队的同城德比是
本轮的焦点之战——谁赢谁登顶。
结果，联赛新军武汉三镇队以3∶1击
败武汉长江队，在终结对手三连胜的
同时，以 3 胜 1 平、积 10 分的傲人战
绩，登顶积分榜榜首。相比于武汉两
队的风光无限，广州的两支球队则继
续沉沦，双双四连败，排名最后两位，
令人唏嘘不已。

本轮两支武汉队的碰撞，也是中
国顶级足球联赛首现武汉德比。辽

宁籍教头李金羽领军的武汉长江队
在新赛季伊始闪耀中超，成为联赛唯
一的三连胜球队。而升班马武汉三
镇队本赛季在引进 12 名内外援后，
身价升至中超第三，新军变豪门，前
三轮比赛2胜1平，表现抢眼。

此役兵强马壮的武汉三镇队凭
借强悍的外援及强大的整体实力，很
快占据了场上主动，并将优势转化为
胜势。第 21 分钟，武汉三镇队外援
马尔康头球破门；第45分钟，戴维森
远射中的，2∶0。下半场，马尔康梅开

二度，帮助武汉三镇队3球领先。比
赛临近结束时，武汉长江队由外援福
布斯扳回一球。

此役赛后技术统计显示，武汉三
镇队控球率达到57%，进攻次数的对
比为 117∶67，射门次数 19∶3，无论是
比分，还是比赛过程，武汉三镇队的
表现均要优于武汉长江队。4战3胜
1平，武汉三镇队稳居积分榜领头羊
位置。若非第三轮比赛终场前被上
海申花队扳平比分，他们本可以取得
四连胜……

4战夺10分，武汉三镇队已显露
“大黑马”的成色，也成为本赛季中超
联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在15日进行的另外两场中超联
赛中，上海海港队以 1∶0 小胜广州
队，送给对手四连败。这支前广州恒
大队 4 轮过后，无积分、无进球。河
南嵩山龙门队以3∶0大胜广州城队，
同样送给对手四连败。

相比于垫底的广州队（第18位），
同为四连败的广州城队因为 1 个进
球，排在广州队前一位（第17位）。

两支武汉球队改写中超格局
本报记者 朱才威

中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