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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卡塔尔的梦计划
以留洋球员为主的 95 国青 1 比 7 惨败给葡萄牙国
青后袁国内一些业内人士对中国青少年球员留洋提出了
质疑遥 记者采访土伦杯时袁注意到卡塔尔队中有超过 2/3
的球员均在海外效力遥 卡足协从去年底开始全面推行足
球梦计划袁该计划是当初野精英学院足球梦冶计划的延续遥
令人惊讶的是袁卡塔尔的留洋计划与三年前中国足协力
推的野留葡项目冶惊人的相似浴 姻专题图文/马德兴

精英计划有续集

在葡萄牙跟踪采访完 95
国青后，记者转道法国土伦，
采访参赛的 93 国奥队。或许
是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记者
格外留意本届土伦杯上另外
两支亚洲队伍韩国队和卡塔
尔队。在拿到卡塔尔队参赛名
单后，记者发现在俱乐部一栏
中看到球员大都来自皇马、马
竞等众多欧洲俱乐部。为此，
记者专门赶往现场观看了卡
塔尔队与韩国队的比赛，并对
卡塔尔队相关人士进行采访。
该队的领队哈利德·纳贝
特在获悉记者来自中国后，询
问记者为什么如此关心卡塔
“因为
尔队的情况，记者笑言：
2022 年世界杯在卡塔尔进行，
世界杯前，卡塔尔始终是关注
的焦点，尤其是卡塔尔需要有
一支出色的国家队。”纳贝特听
完，
再次大笑起来，随后开始向
记者介绍起来，
“ 你说的没有
错，
我们需要从小开始，培养一
大批出色的运动员，以便能在
2022 年世界杯赛上展现出我
们的实力和水平。”
本报之前曾多次专题报
道过卡塔尔政府在 2003 年 7
月投资超过 200 亿美元，在多
哈郊外的哈里发体育场周围
建造了 Aspire Academy (精
英学院)的情况。学院建成后，

卡塔尔足协从 2006 年开始推
出了“精英学院足球梦”计划，
聘请欧洲青训专家，在亚洲、
非洲、中北美洲、南美洲四大
洲超过 12 个国家进行选材。
而据纳贝特介绍，现行的
“精英学院足球梦”计划总共
历时 12 年，从 6 岁开始直至
18 岁毕业，每个年份组建一
支队伍，分为“卡塔尔本国球
员”和“国际球员”两个组别。
2006 年 刚 刚 推 出 这 个 计 划
时，所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就是
1995 年龄段的球员，该年龄
段 球员至 2022 年 时 是 27、8
岁，正好是国家队当打球员。
这批球员在 2013 年完成了精
英学院的课程后正式毕业与
卡塔尔当地俱乐部签约。为确
保年轻球员的水平，卡塔尔足
协规定：只能是参加国内顶级
联赛的俱乐部才有资格和他
们签约。
“足球梦计划”只是卡塔
尔足协准备 2022 年世界杯整
体方案中的第一部分。因为先
前并没有球员从“精英学院”
毕业，因而，卡塔尔足协也就
没有马上推出与此相应的留
洋计划。至 2013 年，95 年龄
段球员正式毕业后，卡塔尔足
协留洋计划才正式问世，只是
先前并不外界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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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伦杯场边能看到卡塔尔精英学院的
广告袁 而卡塔尔 U19 国青名单显示袁
有 2/3 球员所属俱乐部是欧洲球队遥

卡足协重金“借鸡孵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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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纳贝特将记者介绍
给了卡塔尔足协具体负责这个
项目的塔拉尔。据塔拉尔介绍，
1995 年龄段队伍的学员共有
18 人，最终 16 人被送往欧洲
深造，
“这是我们卡塔尔足协统
一安排的，当然，具体工作则是
由我们精英学院来负责，我现
在平时都在精英学院里上班。”
据介绍，精英学院几乎每
个月都邀请欧美各国俱乐部青
少年球队到多哈，和精英学院
的同龄队伍进行比赛，因而学
院、卡塔尔足协与众多欧洲俱
乐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早在
这批球员毕业前一年，精英学
院就和卡塔尔足协一起与这些
欧洲俱乐部进行联系，提出让
本土年轻球员去这些俱乐部代
培 6 个月，而这些俱乐部也都
应允。正因为此，在这次土伦杯
20 名球员中，有 4 名球员在比
利时乙级队 KAS 欧本队、4 人
在 西班牙 比利亚雷 亚尔队、2
人在法国欧塞尔队、2 人在奥
地利萨尔斯堡红牛队，此外还
有在法甲的摩纳哥队、西甲的
皇家马德里队与马德里竞技队

各 1 人，总共 15 名海外球员。
（需要指出的是，比乙的 KAS
欧本俱乐部完全由精英学院基
金会控股。）
“尽管名
塔拉尔告诉记者，
单上球员在俱乐部一栏写的是
欧洲俱乐部，但实际上，他们从
精英学院毕业后都是和卡塔尔
当地俱乐部签约的。从去年 10
月亚青预选赛小组出线后，卡
塔尔足协就将这些球员送到欧
洲各俱乐部培训。这期间，球员
们跟随所在俱乐部的青年队或
预备队参加训练。你知道，不满
18 岁的球员无法完成注册，而
到了注册年龄，又受到非欧盟
球员名额的限制，不过，即便如
此，跟随训练对于年轻球员的
成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在精
英学院里，他们本身所受到的
就是最好的足球教育，我们请
来的 都是欧洲 足球强 国 的 教
练，像西班牙、德国等等，即便
是我们现在的 U19 青年队，主
教练也是西班牙人。”
记者通过核查名单，在卡
塔尔 队的 20 名参赛球 员 中 ，
1995 年 出 生 的 球 员 有 8 人 ，

1996 年出生的球员有 10 人，
此外还有 2 人是 1997 年出生
的。按照塔拉尔的说法，所有接
受卡塔尔球员的俱乐部都会获
得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全部
由卡塔尔足协承担。不过，当记
者想了解每名球员在 6 个月期
间大致需要卡塔尔足协支付多
少费用时，塔拉尔笑而不语。
卡 塔 尔国 青 队总 共 带 了
25 名球员到土伦，因每队只能
报 20 人，有 5 名球员只能上看
台。其中，出生于 1995 年的库
瓦里告诉记者，他也是卡塔尔

银库瓦里（右）已签约比利亚雷
亚尔，
下赛季将参加西班牙联赛。

足协送到欧洲接受培训的球员
之一，其他四人因出生于 1996
年或 1997 年、尚未从精英学院
毕业，因而还没有前往欧洲。
“我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
俱乐部已经呆了 6 个月，没有
正式签约，一直随队参加训练。
我和卡塔尔的拉扬俱乐部有合
同，但在刚过去的这个赛季，拉
扬队降级了，因此，卡塔尔足协
决定我不能再在拉扬俱乐部呆
下去。我在回来前，已正式和比
利亚雷亚尔俱乐部签订了为期
一年的合同。新赛季中，我就可
以正式代表球队参加西班牙国
内的正式比赛了。”库瓦里说。
至于其他球员，在这次土
伦杯赛后，卡塔尔足协将根据
U19 国青队的需要，决定是否
继续让这些球员在新赛季中回
到欧洲。因为卡塔尔队 10 月份
将参加亚青决赛阶段比赛，而
原定 6 月 2 日 开 始的 阿 拉伯
U19 青年锦标赛因与世界杯冲
突而被国际足联叫停，具体时
间尚未敲定。但在亚青决赛阶
段比赛结束后，这些球员将继
续被送往欧洲各俱乐部。

整队集中热身欧洲列强
今年 1 月 18 日，球队前往
突尼斯进行为期一周集训，与
突尼斯 国青队进 行两场 热 身
赛，至 1 月 24 日结束。2 月 6
日，卡塔尔队飞往土耳其集训
一周，至 2 月 12 日结束，期间
与费内巴切、加拉塔萨雷两大
俱乐部的青年队各进行了一场
热身赛。
3月14日至21日，卡塔尔队
又在葡萄 牙本菲卡基地 内 集
训，与本菲卡青年队热身，0比3
失利。随后与葡萄牙U19国青队
热身，仅以0比1小负。4月7日至
21日，卡塔尔队又前往西班牙
参加有24队参赛的“地中海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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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球员分散在欧洲
各国俱乐部，因而，卡塔尔 U19
青年队从去年开始在备战今年
10 月份的亚青赛决赛阶段比
赛时，也采取全新的几乎是“一
月一集中”的方式，并将集训地
点基本选定在欧洲，每次集中
的时间均为一周左右。
譬如，去年 12 月 12 日，卡
塔尔国青队主教练菲利克斯带
着留守国内的球员飞往西班牙
比利亚雷亚尔进行为期 6 天的
集训，并于 12 月 18 日和比利
亚雷亚尔队进行了 一场 热身
赛。飞行集训结束后，球员再返
回各俱乐部。

赛”，闯入了半决赛。
5 月 10 日，卡塔尔队在奥
地利萨尔斯堡集中，先在 5 月
12 日与萨尔斯堡红牛队进行
了一场热身赛。15 日，该队又
在德国与拜仁慕尼黑青年队进
行热身，1 比 1 战平。之后，球
队直接来到法国参加这次土伦
杯赛。
这种平时分散在欧洲不同
的俱乐部跟队训练、然后一月
一集中、整队参加一系列热身
赛，球员不仅能适应欧洲足球
的快节奏、强对抗，整队的技战
术也能有保障。尽管这次土伦
杯赛上，卡塔尔队成绩不算很

好，但考虑到年龄较对手小至
少两岁，在身体对抗上明显处
于下风，因而失利并不意外。但
在具有参考意义的一仗中，卡
塔尔队初步具备了对抗能力，
且最终 1 比 1 平韩国 93 年龄
段队伍，这也能够让卡塔尔队
增强信心。
卡塔尔足协留洋计划的最
终成效，也许只有到今年 10 月
亚青决赛阶段比赛中才能显示
出来。当然，这种模式也未必就
可确保卡塔尔队一定会在亚青
赛上取得好成绩，但长远来说，
这至少是卡塔尔足球培养优秀
人才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式。

记者观察

绎马德兴

谁的未来只是梦？
采访完卡塔尔队袁回过头
来看中国足球遥 卡塔尔足协去
年底开始实施留洋梦计划袁与
当初中国足协和葡萄牙方面
合作是同一方式遥 当时袁40 多
名球员分散在葡萄牙 8 家俱
乐部袁平时跟随俱乐部球队训
练袁至周末再集中尧由葡方总教
练卡洛斯指挥参加热身赛遥 如
果有所区别的话袁就是卡塔尔
的合作方遍及欧洲袁中国只是
局限于葡萄牙遥而且袁卡塔尔足
协在资金方面的投入是中国
足协根本就无法相比的遥 但随
着中国足协领导层的更换袁留
葡项目如今已无疾而终噎噎
差不多四年前袁中国足协
提出野国奥打中超计划冶袁结果
时任足协领导被外界一致痛
骂为野脑袋被驴踢了浴 冶但就在
今年袁 日本 93 年龄段国奥队
开始整队参加新创办的 J3 联
赛遥 日本足协的领导们坚信哪
怕野脑袋被驴踢爆了冶袁也要让
年轻球员有更多的比赛实战
机会遥
将青少年球员送出国门袁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足
球青训的问题遥 但在当前中国

足球的恶劣现实环境尧 社会大
背景下袁 留洋是快速培养精英
球员的一条野捷径冶遥 本报先前
曾多次介绍过袁 像东南亚的马
来西亚尧越南尧印尼等足球落后
国家袁 都在数年前就将年轻球
员整队送往欧洲袁 且由各国足
协承担全部费用遥如今袁卡塔尔
着眼于 2022 年世界杯袁也在
采取同样的方式遥
唯独天天在叫喊着野重视
青少年冶的中国足球袁至今依然
躺着在做 野十年一流冶 的 野春
梦冶袁即便是先前已有所行动的
青少年留洋计划袁 也已被彻底
废除了遥 反倒是诸多民间力量
以及个人袁 依然在坚持把青少
年球员送出国门遥可即便如此袁
那些不做事的反而会找出各种
理由和借口指责那些正在尝试
着做点事的人遥 这就是残酷的
现实浴中国的很多事情袁坏就坏
在那些野官僚冶手中袁更坏在那
些喜欢说三道四尧 无事生非者
的嘴中袁 中国足球堪称最为典
型代表浴
中国足球的希望何在钥 中
国足协能否做点正事钥 我们只
能拭目以待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