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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蒋娴土伦报道
法国当地时间 25 日下

午，中国国奥队在土伦杯小
组赛第二场比赛中，以 3比 3
战平智利队，拿到土伦杯第 2
分。从落后到扳平比分，这对
全队信心有极大鼓舞。
国奥队相比第一场，更换

了两名首发，徐新与贾天子坐
到了替补席上。比赛开始后，
中国队并没有太多机会。第 9
分钟，王彤中场传球，王上源
接应后突破到禁区边缘，对方
犯规，谢鹏飞罚球被对方后卫
顶出。第 11分钟，中国队获得
左侧角球机会，谢鹏飞开出
后，对方球员禁区内推人犯
规，裁判判罚中国队获得点
球，但杨超声主罚被门将扑
出，失去了领先的机会。罚丢
点球多少影响了中国队的士
气，中场传球多次出现失误，
第 17分钟，智利队在国奥队
禁区前射门，门将方镜淇将球
扑出，但对方 6号马丁内斯补
射，令智利队以 1比 0领先。
第 29分钟，中国队在中场拿
球被断，智利队快速反击，从
右路进攻射门被门将方镜淇
没收。随后，智利队再次发动
进攻，18 号卡斯蒂略与糜昊
伦发生碰撞犯规，两黄变一红
被罚下。多打一人的中国队并
没有占据优势，31分钟，智利
队再次利用中国队中场处理
球不果断的毛病，断球后直接
射门，再进一球。进球的依然
是 6号马丁内斯。

易边后，中国队做出战
术调整，20 号队员李源一替
下 8号王上源，谢鹏飞位置
往前提。下半场开场不到 2
分钟，杨超声左路传中，郭毅
抓住空挡轻射破门。但是，仅
仅 1分钟之后，智利禁区外
一脚远射，球打到智利队本
方球员脸上后变向，再次扩
大比分为 3比 1。落后的中国
队并没有放弃，主教练傅博
用徐新换下罗森文，进攻机
会逐渐增多，传球更为流畅，
几次射门均被门将拿到。第
57分钟，徐新拿球在禁区内
与智利队队员纠缠之中直
塞，杨超声捡漏顺势射门再
为中国队扳回一球。随后，傅
博继续做出调整，用张卫换
下廖均健，加大全队进攻，徐
新回撤至中后卫。第 77分钟
时，中国队获得定位球，谢鹏
飞第二次主罚直接打门，为
中国队扳平比分。此后中国
队还有多次进攻机会，张卫
在终场前差点上演绝杀。

从大部分时间以多打
少，但比分一直落后，再到比
对方多出两人，最终能够将
比分追平。对于成长中的国
奥队来说，这样的锻炼价值
还是很大的。
国奥出场阵容渊4141冤院方镜
淇/糜昊伦尧王彤尧廖均健渊69'
张卫冤尧杨挺/罗森文渊51'徐
新冤/郭毅渊62'郭胜冤尧王睿尧
王上源 渊41'李源一冤尧 谢鹏
飞/杨超声

记者马德兴土伦报道
国奥土伦杯比赛，国家队

主教练佩兰如约到现场观战。
对于国奥队在前两场比赛的
表现，佩兰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但同时表示，中国的青少
年球员需要更多的比赛。

在中国队与法国队比赛
前一刻，佩兰从家里直接开车
来到了球场。赛后，佩兰从观
众席上走到国奥队的更衣室
门前，笑着和教练组打招呼，
“很好、很好，今天队伍踢得很
不错。我很清楚法国队是什么
水平，今天不是因为结果不
错，而是因为队员们在场上表
现出来的状态，这场中法之战
是一场很有质量的比赛。”佩
兰笑着对记者说道，“这与在
波尔图所看到的国青队的比
赛完全不同。不管是葡萄牙还
是法国，他们都是世界足球强

队，和这样的队伍比赛，最重
要的是获得经验。但同样是获
得经验，态度很重要。”

佩兰见到国奥主教练傅
博后，热情地打招呼，祝贺傅
博带队表现不错。不过，由于
傅博要赶去参加赛后发布会，
双方并没有做深入的交流。随
后，见到领队郭炳颜，佩兰最
关心的是受伤下场的王新辉
的情况，郭炳颜告诉佩兰，王
新辉是旧伤复发，能否参加后
面的比赛还不好说。随后，佩
兰与郭炳颜约定，在周日打完
与智利队的比赛后，到国奥队
下榻的酒店坐下来，一起再
聊。而且，佩兰称，与智利队的
比赛，他也将到场继续观看。

25日下午，中国队和智利
队的比赛开始后 1分多钟，佩
兰携夫人出现在球场看台上，
整场比赛中，佩兰一直在拿着

本记着什么。比赛结束后，佩
兰再一次来到球队更衣室门
口，笑着对傅博说，“不错、不
错，不过，我们更应该赢得这
场比赛。”因为傅博要赶去参
加赛后新闻发布会，佩兰向傅
博表示，等他参加完发布会
后，再专门和他聊聊。
在等待期间，佩兰向记者

表示：“两场比赛看下来，我觉
得现在的球员整体表现还是很
不错的，但足球比赛瞬间的变
化就能导致比分变化。譬如说，
今天我们在比赛中的几个丢
球，就是因为瞬间发生了变化，
而我们的队员反应不过来。我
觉得这是我们的年轻球员缺乏
比赛、缺乏经验的具体体现。最
典型的就是第二个丢球，10号
球员(罗森文)在处理球时，明显
不适应，如果能够干净一些，或
者说如果平时有足够的比赛，

知道在压力情况下如何处理球
的话，这个球就不会那么轻松
被对方从脚下抢断，而且也不
会导致丢球。这明显就是我们
缺乏比赛的结果。”
“对于年轻球员而言，尤其

是从 19 岁、20 岁到 21 岁，这
几年对于一名球员的成长是
很关键的，他们需要的是不断
的比赛。现在，中国足协正在
重视足球建设，从中超开始，
到中甲，今年也开始搞起了更
多青少年的比赛，但是，这是
一步步的工作。在欧洲，有那
么多球队都在参加联赛，而且
是主客场制的比赛。这对年轻
球员的成长很关键。希望我们
也能够建立起这样的比赛。”
佩兰对记者说道。

因需要和傅博进行更深入
的交流，佩兰中断了和记者的谈
话，并约定再找机会进行交流。

记者马德兴尧蒋娴土伦报道
尽管只是热身性质的比

赛，但对于这支在近一千天的
11场正式大赛中遭受 10 负 1
平（东亚运 0比 0平中国香港）
尴尬战绩的球队来说，1 比 1
战平东道主法国队、3 比 3 平
智利队，这样的结果足以让刚
刚升级为国奥的 93 年龄段球
员重新唤起信心！正如主教练
傅博而言，“比分只是一个反
面，代表不了什么，但对提升球
员的信心是很有帮助的。而对
阵智利队的比赛，其实是很有
机会取胜的。”

自从 2011年 11月 5日在
吉隆坡进行的亚青预赛小组赛
中 5比 0 战胜中国澳门后，至
今年 1 月 17 日在首届亚洲
U22青年锦标赛小组赛中 0比
1输给伊拉克队，93 国青在强
敌面前，连遭败绩，用队员的话
讲：“我们之前觉得自己还是有

实力的，但是连续的失利，让我
们一点信心也没有了，有的时
候在比赛中完全就像不会踢球
似的，越不赢球，压力越大，压
力越大，越难赢球，好像已经成
为恶性循环了。”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今
年 4 月份正式升级为国奥的
93 国青，其前景并不让人看
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以“残阵”出战土伦杯的国
奥，首战东道主在最后 10多分
钟因换人名额用完，不得不以
10人应战，最终却 1比 1逼平
对手，殊为不易。而在昨天（25
日）与智利队的比赛中，国奥队
在接连遭受罚丢点球、被对手
连入两球的打击下，最终还是
咬牙追平了比分。连续逼平劲
旅，足以令刚刚升级为国奥的
年轻队员们高兴。
在战罢法国队后第二天的

恢复训练中，队员们情绪明显

好于刚刚抵达法国时，时差与
旅途的疲劳也被彻底冲散。“队
员们还是有压力的，但现在已
经是国奥队，更多了一份责任
感。”主教练傅博表示。而在与
智利队的比赛之后，无论队员
还是教练，都深感遗憾，因为国
奥队更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这支队伍而言，

无论是主教练傅博还是队员本
身，在经历了年初的 U22亚青
赛三连败后，压力是显而易见
的。傅博表示，“亚青赛后，我们
内部进行了小结，输球当然是
差距的体现，而且我们也更加
清楚地意识到了我们与亚洲强
队之间的差距。但更重要的，还
是球队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如何
去正常发挥出水平。我们参赛
的目的是为了锻炼队伍，而且我
也跟队员们说过，我们不怕犯错
误。但越是这么说，队员反而越
是有压力，越是想承担责任、越

是不敢担责任。这次参加土伦
杯，对手从实力上来说比亚青赛
时更强，且对我们而言是有压力
的，毕竟已经是国奥队了。在香
河集训期间，我们就希望队员不
管落后还是领先，始终把比赛当
作 0比 0来看。这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却很难，尤其是青少年
球员，不像成年球员那么成熟。
好在与法国队的第一场比赛时，
我们基本做到了。”

对于首仗战平法国队，傅
导分析道：“我觉得不能因为比
分可以接受就说如何了，这个
结果代表不了任何东西。在与
法国队的比赛中，我们防守压
力那么大，但整体做得不错。但
是，这种防守压力是我们自己
造成的，就是我们的进攻没有
给对方足够的压力，让对手放
肆进攻。所以，总结这场比赛，
我们亟待提高的是进攻，足球
比赛中光防守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赛前的要求就是主动防
守，但我们的身体对抗明显不
如人家，在身体接触时的防守，
我们明显不会处理球。这些都
是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当
然，从队员的表现来说，我还是
满意的，我们所有球员几乎都
是第一次在一起组合、比赛。对
我们教练来说，未来的路更长、
需要提升的也更多。”

而在与智利队的比赛之
后，傅博表示，在打完和法国队
的比赛后，全队一起学习了法
国队中场配合与传球接应，现
学现用，在与智利队的比赛中
做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全
队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平比
分，做得不错，这是经验的积
累。从比分来看，我觉得是可以
接受的。”

正如傅博所言，青年球员
最大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地发
挥，而不是看一两场比赛。国奥

队在首仗表现不错后，第二场
对阵智利队的比赛中又出现了
反复，这只能说是队伍成长过
程中出现的情况。但不管如何，
国奥队正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努
力前行。

2012年亚青赛预赛
2011.10.31 国青 0:0印尼
2011.11.04 国青 11:0新加坡
2011.11.06 国青 5:0中国澳门
2011.11.08 国青 0:3澳大利亚
2012年亚青赛
2012.11.3 中国 1:2泰国
2012.11.5 中国 1:2伊拉克
2012.11.7 中国 0:1韩国
2013年东亚运
2013.10.06 中国 1:2韩国
2013.10.08 中国 0:0中国香港
2013.10.12 中国 0:2日本
2013.10.14 中国 0:3朝鲜
U22亚洲杯
2014.01.12 中国 1:2乌兹别克
2014.01.15 中国 1:2沙特
2014.01.17 中国 0:1伊拉克

佩兰：拿下智利就更赞了

93国奥近年战绩

错失绝杀，憾平智利

譹訛下半场开场不到 2分钟，
郭毅接队友左路传中，禁区
内扫射破门，为中国队攻入
第一球。譺訛第 57分钟，杨超
声接队友徐新捅传，面对对
手封堵，扫射破门为中国队
扳回一球。譻訛第77分钟时，
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
会，谢鹏飞直接破门，为中国
队扳平比分。进球后，他和队
友拥抱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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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佩兰携妻子一起观看国奥土伦杯比赛。图/马德兴

93国奥正式竖旗，土伦杯连平世界强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