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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作为新国奥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国际赛事，土伦杯在国奥主帅傅博（左 1）眼中，是一个很好的纠错机会。图/马德兴

5月的法国阳光灿烂袁位于法
国瓦尔省南部地中海海岸的城市
土伦又开始热闹起来遥
作为一个民间举办的赛事袁如

今已维持了42届袁如此多高水平
的球队纷至沓来袁 让人为之赞叹遥
宁静的小村庄袁简陋的看台和新闻
发布厅袁工作人员大多是临时请来
的志愿者袁只看见一个负责组织赛
事的老头来回穿梭忙碌着遥当看到
媒体记者或是足球工作人员时袁他
会热心的赠送一本秩序册和球员
资料等等遥秩序册上所需资料应有
尽有袁包括参赛队球员名单尧简介
以及参加过土伦杯后进入到各国
国家队的成员名单袁中国93年龄
段的代表球员石柯赫然在列遥
球场看台上坐满了观众袁从

3尧4岁到5尧60岁不等袁 但其实并
无太多买票进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袁
一大半的人都是世界各国的球探袁
他们全都拿着纸和笔袁认真地观看

比赛和记录遥当看到某个球员精彩
表现时袁 才会跟身边的人讨论起
来遥这里似乎成了各国经纪人发现
潜力球星的一个重要场所袁 齐达
内尧 亨利等人都曾在土伦一展拳
脚袁2003年C罗决赛中代表葡萄
牙 3比1击败意大利袁 之后加盟
曼联袁开始了自己的巨星之路遥 遥
想当年中国球员李金羽便是凭借
在土伦杯上与葡萄牙的比赛中的
一记头球攻门得到了法国南锡队
的一纸聘书遥
中国队上一次参加土伦杯还

要追溯到 2011年袁同样是93年
龄段的人员参赛袁但三战皆负遥 此
次中国队 93年龄段许多人员已
在中超俱乐部占据主力位置袁所以
并没有成行袁来参赛的几乎是国内
踢不上比赛的和海外球员袁在这个
队只有谢鹏飞尧郭毅尧郭胜和罗森
文 4名球员同时参加过上次土伦
杯赛事遥
以残阵出征的93国奥袁此次

土伦杯征程并不被外界所看好遥
23号首场比赛迎战东道主法国
队袁 面对对方多名有过法甲经验尧
甚至还有欧冠出场球员袁中国国奥
队虽处下风袁但最后凭借王新辉的
一脚任意球将比分扳平遥 野这支中
国队跟以往的表现是不同的袁你们
的后防线做的很好遥 冶法国记者在
赛后第一时间就向国奥主教练傅
博表达了赞许遥
不惧怕对手袁 以放松的心态

应战似乎成为关键遥次战面对智利
时袁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球员会因
为踢平法国而心态失衡时袁从落后
到调整好心态直至最后扳平比分袁
中国队又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
结果遥 当谢鹏飞任意球破门时袁全
场的观众和球探都振奋起来袁为他
欢呼遥野其实中国球员是可以的袁但
为什么中国队的成绩总是很不
好钥 冶现场有观众对记者说道遥
土伦杯赛经常会上演奇迹袁

小两岁应战的卡塔尔队顽强地逼
平了实力占优的韩国队袁 在这个
似乎只要敢想敢做就能有收获的
地方袁 我也期待着能够见证更多
的奇迹发生遥

记者马德兴尧蒋娴土伦报道
两战两平，不算很好、但也不算很

差。93国奥就是在这两场平局中开启
了冲击奥运之旅。主教练傅博在小结
前两场比赛时直言，现在的队伍就是
不怕出现问题，“现在问题暴露得越
多，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去解决问
题。”距离奥运会预选赛亚洲区比赛开
始还有差不多整一年的时间，国奥队
正在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朝着既定目标
前行。

新国奥烦恼缠身
此番土伦杯赛是国奥队正式成立

后第一次出征参加国际比赛，受到国
内联赛的影响，队伍并没有召集齐全
部适龄球员，“国奥适龄球员在国内处
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因为大部分
球队都还是用年龄相对大一些的球
员，毕竟他们在比赛经验、战术理解等
方面要比年轻球员好很多。所以，能够
在中超联赛中打上比赛的适龄球员并
不算很多，没有比赛的积累，等大赛中
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太正常了。”
傅博说道，“可是，大家都很清楚参加
奥运会预选赛的意义，都很重视奥预
赛，这就使得我们在带这样的队伍时，
难度比国家队一点都不小。”
“就说‘练兵’吧，这次征调到国奥

队来参加土伦杯赛的，除了几个海外
球员外，国内过来的 13名球员大都在
联赛中打不上球的，我们本着让球员
多打比赛的原则，暂时先不征调能够
在中超打上比赛的球员，像李昂、石
柯、廖力生、裴帅等等，我们一个都不
调，因为国内联赛还正在打着，对他们
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从队伍自
身而言，又会出现完整性不足的问题。
就像中后卫，这一次我们临时让王彤
和廖均健搭档，表现还可以。但等着其
他人回来了，不同的组合肯定会产生
不同的变化，而且效果究竟如何，只能
等比赛之后才能知道。所以，队伍的整
体结构就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傅导这么说，并不是在抱怨，而只

是陈述一个现实情况，尤其是现在的
中国各级国字号队伍，在征调人员时
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各地方俱乐部根
本就不把中国足协的征调放在眼里，
所谓的“国家利益至上”如今在中国足
坛也就是一句口号而已。在 95国青队
采访期间，记者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
点。而来到 93国奥后，这样的感受更
为深刻。
而且，不少球员尽管已经在俱乐

部打上了主力，但真正到了国奥队后，

未必就能挑起大梁。“能够在联赛中打
上比赛，对球员而言当然是好事。可
是，对国奥队而言，还有一个现实问题
必须要考虑，俱乐部球队中，有外援、
老队员带着，年轻球员压力相对而言
要小许多。可是，到了国奥队，完全是
要靠他们自己根据场上形势作出判
断，还要在场上担负起激励队友甚至
力挽狂澜的重任，这恐怕不只是教练
如何用、会不会用的问题了。”傅导进
一步说道。
表面上看，国奥队距离开始参加

奥运会预选赛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
间，但队伍真正集齐所有球员，找到最
佳阵容，实际也就年底冬歇期时的两
个月左右的时间。除了土伦杯赛之外，
今年国奥队最主要的任务是 9月下旬
至 10月初的仁川亚运会，时间上与国
内联赛赛程依然存在着冲突。届时，各
中超俱乐部能否痛快放人，无论是国
奥教练组还是足协管理人员，都无法
给出一个明确的肯定答案。

交学费终见效果
尽管阵容不整，但通过土伦杯前

两场比赛，国奥队还是表现出了一定
的战斗力，尤其是两场比赛都是在落
后的情况下追平对手，队伍的作风与
精神面貌获得了外界的首肯。不少队
员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尽管这个年龄
段队伍以前连续在亚洲大赛中战绩不
佳，但与对手有差距并不像外界所渲

染的那么大，“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平时
各种比赛太少。”

“我觉得我们这次土伦杯赛前两
场比赛下来，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每
一场比赛中都暴露出我们不同的问
题。”傅博说道，“像第一场比赛，法国队
的身体那么强壮，在对方贴身情况下，
我们的球员不会利用自己的身体与之
对抗，还变得不会处理球了。所以，比赛
结束后，我们现学现用，把法国队在比
赛中如何运用身体，以及他们在中场的
配合与接应等都剪辑出来，放给队员们
看，等到了打智利队比赛的时候，我们
在这方面就好了很多。”
“可是，打智利队的时候，我们又

出现了新的问题。就说我们队的三个
丢球。第一个丢球之前，我们是先获得
了点球机会，但在没有罚进之后，不到
4分钟，对方一个反击就取得了领先。
这之后，对方 18 号队员两黄变一红
被罚出场，可仅仅 2 分钟之后，对方
前场一次抢断成功，又将比分改写为
2比 0！下半时开始后，我们刚刚由郭
毅扳回一球、将比分追为 1比 2，还没
有过 5分钟，对方又将比分改写为 3
比 1。可以说，在我们每一次丢球之
前，形势都是对我们有利的。这说明
什么？你可以说这是球员注意力不集
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球员心理问
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总结的情况，而
且，说不定以后比赛中还会出现类似
的情景。”傅博说道。

实际上，这个现象更进一步说明，
这个年龄段的球员缺乏比赛。正如到
现场观战的国家队主教练佩兰所言，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球员能够打上比
赛的很少，面对比赛中随时可能出现
的情况经历得太少，“如果比赛打得
多了，各种情况都经历过了，也就很
清楚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应该如何处
理球。”

傅导称，“我觉得出现这么些个问
题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参加比赛本身
就是要暴露问题，为的就是防止以后
再犯同样的错误。很多时候，只有亲身
经历过之后，才能知道等下次还有类
似情况出现时该怎么去做。当然，全队
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平对手，队员
们在场上的不服输的精神还是令人欣
慰的。从今年年初 U22亚青赛上首仗
被乌兹别克队绝杀后，我觉得我们的
队员还是有收获的，尽管我们当时三
战全败未能出线，但这个‘学费’付出
后，现在总算是有点效果了。而且，在
这次来法国前，我们教练组也跟队员
说了，就是不管领先与落后，我们始终
要把比赛当做是 0比 0来处理。在这
方面，前两场比赛中我们做得还是不
错的。”

至于剩下的两场小组赛，傅博表
示，球队也可能还会输球，但输球不可
怕，“我们就是要多通过比赛去解决问
题，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比赛的过程，而
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分。”

记者马德兴土伦报道
征战土伦杯赛的中国国奥队此

次 20名球员中，有 7 人在海外效力。
重点考察和了解这些海外球员，是国
奥队教练组的目的之一。在前两场比
赛中，五名海外球员先后登场，且郭
毅还取得了一粒进球。而在对阵葡萄
牙队的比赛中，教练组计划将先前未
曾出场过的中后卫刘奕鸣、门将叶尔
杰提都派遣出场，因为这两人都在葡
萄牙效力。

据国奥队教练组介绍，此次之所
以征调这七名在海外效力的球员，是
因为先前他们曾参加过这个年龄段队
伍的集训，教练组大致对他们有所了
解，此次想进一步了解他们在海外经
过一个赛季的锻炼后的最新的情况，
同时也让他们多熟悉和了解国奥队的
整体技战术打法。
“像徐新和李源一这两名球员，因

为 1月份打过 U22亚青赛，我们是比
较熟悉的；而 U22亚青赛结束后去葡

萄牙贡多马尔队的叶尔杰提，我们也
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他一直就在我们
队里。郭毅则是去年年初到西班牙拉
练的时候，曾到我们队里参加过集训，
相对也算是有所了解的。只有刘奕鸣、
贾天子和王上源这三人，我们对他们
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因为以前都只是
在国内参加过一次集训，所以，这次比
赛正好可以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考察。”傅博介绍道。

在对阵法国队时，贾天子、徐新和
王上源都是首发出场，但上半时尚未
结束，贾天子就被替换下场，徐新也因
为比赛中出现拉伤被替换下场，王上
源则是因为战术调整而在下半时被替
换下场。在与智利队的比赛中，王上源
继续首发踢了半场，但其在场上的位
置发生了变化；郭毅取代贾天子出现
在首发阵容中，而且还为国奥队攻入
了追平的第一球；徐新因为有伤、处于
保护的考虑而在下半时才登场。李源
一也是继续在下半时被替换出场。

对于这几名海外球员的表现，傅
导称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要融入
到球队中，这些球员还需要一定时间，
毕竟对于球队的技战术打法和要求，
他们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次
比赛中，傅导为国奥队设计了 4141的
阵型，在打法上依然强调控球和传球，
但对于中场的要求更高，而所有海外
球员在各自的俱乐部球队中，都没有
采用过这样战术打法。

至于目前国奥队中唯一一名“跳
级生”、95年龄段的刘奕鸣由于有伤在
身，将无缘对阵葡萄牙的比赛，门将叶
尔杰提同样未能获得首发的机会。而
贾天子、徐新、李源一将继续出任首
发。“是不是可以让这七名海归全都首
发出场？”面对这样的疑问，教练组给
出的回答是“太冒险”，或许只有在全
面了解了队员的特点、而球员也熟悉
了球队的整体战术要求之后，这些海
外球员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据了解，93 年龄段队伍中除了此

次征战的七人外，还有两三位在海外
踢球的球员。这些从未进入过视线的
海外球员最大的特征就是可以稳定地
在海外俱乐部球队中打上比赛，这一
点是国内多数同龄球员最缺少的。而
国奥队也已经了解到了这一情况，未
来集训中将会考虑征调这些球员入队
接受考察。

傅博：纠错的好机会！

教练：海归七将仍需适应

期待土伦
再现奇迹

殷蒋娴
本报特派土伦记者

银刘奕鸣和他的葡萄牙俱乐部队友鲁
本·塞默多相见甚欢。摄影/蒋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