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院国青葡萄牙拉练战绩表
05.08 1比 1葡乙贡多马尔
05.13 3比 6葡乙博阿维斯塔
05.15 2比 2波尔图U19青年
05.17 2比 0布拉加U19青年
05.21 1比 7葡萄牙U19国青
05.23 0比 0巴西库里蒂巴联

附院国足集训名单
恒大院曾诚、张琳 、梅方、刘健、赵
旭日、廖力生、荣昊、郜林、董学升
富力院程月磊
绿城院顾超、王林
鲁能院王大雷、戴琳、郑铮、张文钊
上港院颜骏凌、蔡惠康、武磊
国安院于洋、雷腾龙、张呈栋、张稀哲
建业院顾操
舜天院周云、李昂、任航、刘建业、
吴曦、孙可
阿尔滨院张佳琪、于大宝、于汉超
人和：陈子介、于海
绿地院高迪

附院国青出战熊猫杯集训名单
武汉卓尔院贾鑫尧、龙成、龙威、明天、韩轩
大连阿尔滨院汪晋贤
杭州绿城院程进、魏兆坤、张祥
广州恒大院刘海东
上海申花绿地院黄博文、吕品
沈阳东进院刘伟
太原中优嘉怡院邓涵文
长春亚泰院何超
上海足协院徐天沅
西班牙皇家贝蒂斯院陈钊
葡萄牙希望队院姚均晟、陈科睿
日本富山院高准翼
葡萄牙里斯本竞技院刘奕鸣
葡萄牙皇家体育社会院黄嘉俊、陈哲超
葡萄牙布拉加院杨立渝
法国里昂院张修维
荷兰阿贾克斯院王成快
巴西博塔弗戈院唐诗
葡萄牙博阿维斯塔院韦世豪
比利时布鲁日院魏敬宗
法国圣艾蒂安院向柏旭

记者马德兴报道
北京时间 25 日，95 国青

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结束了为
期 18天的葡萄牙集训。对于
此次葡萄牙拉练，主教练郑雄
在小结时表示，基本了解了这
一年龄段的球员情况，但形势
严峻，更为重要的是深感时间
不够用。

初步考察完毕
由于接手球队才一个月的

时间，再加上集训过程中人员
严重不整，郑雄和他的教练组
面临了很大的困难，“这次集训
的前半段，我是天天向足协要
人，因为当时参加集训的就只
有 15人，连对抗训练都无法进
行，不得不把在波尔图附近的、
正在葡萄牙当地俱乐部试训的
4 名 97 年龄段的球员召集过
来，并让助理教练、管理人员披
挂上阵，才得以完成分队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队伍能够顺利
完成拉练，我很感谢我的队员
和我的团队。”

此次葡萄牙拉练期间，球
队先后进行了 6场比赛，1胜 3
平 2负，从结果来看，很难令人
满意，尤其是输给葡萄牙 U19
队，创下了这个年龄段国青队
近年来的输球纪录。“竞技足
球肯定要看结果，大比分失利，
充分说明了我们队伍目前所处
的形势与差距。”郑雄总结时
表示，与以往担任国青、国少主

帅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年龄
段的海外球员特别多，“这原本
是一件好事情。但海外球员由
于联赛接近结束、伤病情况比
较严重，等人员好不容易到齐
了、伤病都差不多好了，距离与
葡萄牙 U19 队的比赛也就只
有两天的时间了。队员们要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理解和消化教
练组的技战术思想，显然是不
可能的。所以，我最遗憾的就是
接手太晚了。我这么说，绝不是
为球队输球开脱。在输给葡萄
牙队第二天的小结会上，我就
跟队员们说了，输球首先由教
练来承担责任。而且，如果真是
为了追求结果，在打葡萄牙的
下半时，我就没有必要让所有
球员都轮换上场了。”
“当然，从这次拉练的整体

效果来看，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
达到了。毕竟距离亚青赛决赛阶
段的比赛只有不到 5个月的时
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先了
解球员。4月下旬在香河组织的
那次集训，是为了全面了解国内
适龄球员的情况。这一次是为了
了解海外球员情况。”
“我的组队思路首先就是

要找到‘中轴线’上合适的球
员。现在，我们在中后卫、中锋、
防守型中场这三个位置上，有
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唯独在进
攻组织者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考量。在‘中轴线’几个位置上
全部落实人选后，下一步就是
把合适的球员放到合适的位置
上，而且还能够体现出我们教
练的指导思想、能够在比赛中
把自己的特点还能发挥出来。”
郑雄表示，“遗憾的是直至集训
结束，仍有一些在海外效力的
适龄球员因各种原因未能见
到。比如像在巴西的唐诗由于

签证问题未能球队，我虽然知
道他，但只是看过以前比赛录
像，并未见到过他本人。”

进攻将是标签
“下一步的任务只会比第

一阶段选人更艰巨。除了技战
术打法，还有一个非常关键性
的因素，就是心理调节。在有压
力的大赛中，球员能否在重压
下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这将
决定比赛的胜负。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是看到球员的训练状
态，这与比赛状态是截然不同
的两个概念。”
对于未来国青的技战术打

法，郑雄明确表示，“我是一个
不喜欢‘死守’的教练，而且打
防守反击，球迷们也不喜欢看。
所以，进攻将是我们队未来的
特点。未来国青队的技战术打
法需要跟上国际足球发展的潮
流，即前场就展开压迫、紧逼，
尽可能不让对手轻松进入到我
们的后场。其次，就是尽可能将
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逐渐形
成自己的风格打法。”
“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

难得很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时
间不够。虽然之后，队伍的热身
赛不少，可是，每一次集训都很
难把球员召集齐整。这其中涉
及到的问题很多、很复杂，譬
如，这么多球员在海外俱乐部
效力，这对球员的发展是有好
处的，但对国青队征调来说却
是件麻烦的事情，到时候对方
俱乐部愿不愿意放人，这不是
我们所能够左右的。球员长时
间不在一起，对队伍的整体战
术要求能否在大赛中贯彻执
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郑
雄表示。
根据安排，球队回国后将

暂时休整数日，于 5月 29日到
成都报到，参加熊猫杯赛。在国
青队启程回国的同时，中国足
协公布了最新一期集训的 30
人大名单。在这份名单中，参加
葡萄牙集训的球员大都在列，
个别球员出于整体技战术的考
虑，暂时离队。而因为集训在国
内进行，没有参加过 4月份第
一期集训的个别球员则被召入
队中，以便接受考察。尽管主教
练郑雄希望用最好的、最强的
阵容出战熊猫杯赛，但众多海
外球员因各种原因，恐将缺席
此次杯赛。

国青队将于 6 月 4 日、6
日和 8日先后迎战克罗地亚、
新西兰和巴西。赛事结束后，国
青队还将在世界杯赛期间出访
朝鲜，朝鲜国青也将在 7月份
回访。7月底，国青将前往北爱
尔兰参加牛奶杯赛；8月中旬，
国青队还将前往西班牙瓦伦西
亚参加一项十国赛。

拼图缺前腰，未来打进攻！

记者马德兴报道
23 日，中国足协公布

了新一期国家队集训名单，
这是法国人佩兰上任后公
布的第一份集训名单。这份
名单新面孔很多，佩兰的目
的是让国脚们更多地了解
其战术思想与理念，为明年
1 月份亚洲杯赛展开全面
准备。

佩兰在返回法国休假之
前，通过考察联赛，曾提交
了一份 50人大名单，。在葡
萄牙观看 95年国青比赛时，
佩兰获悉雷腾龙已在葡萄
牙效力了一个赛季，便向其
发出邀请，并最终确定了 36
人集训名单。雷腾龙也成为
唯一一名正在海外效力的
球员。

在这份 36人名单中，从
未入选过国家队的达到 14
人之多，这些人以 89国奥球
员为主，如颜骏凌、董学升、
陈子介、高迪、蔡慧康等，除
此之外也有像李昂、廖力生
等 93 国奥球员。尽管像郑
智、孙祥等老队员并未入选，
但由于他们的经验和能力依
然无人能够替代，因此，佩兰
也承认在大赛前有可能重召
老将入队。此外，目前正在法
国观看土伦杯赛的佩兰或许
还会从国奥队中挑选球员补
充到 50人大名单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马
乔时代，来自上港的蔡慧康
就已被列入到国家队大名单
中，卡马乔准备在去年 7月

份的东亚杯赛期间将其召入
队内进行考察。但随着卡马
乔下课，蔡慧康名字也被从
大名单中划掉。此番佩兰重
新将其列入集训名单，说明
同样来自欧洲的佩兰与卡马
乔，选拔球员的标准和国内
教练还是有差异的。

据了解，新一期国家队
将于 6月 10日在香河集中。
佩兰之所以召集如此多球员
参加第一期集训，就是希望
国脚们能较为系统地了解其
技战术思想，毕竟国家队难
得有如此长的集中时间。而
另一方面，这次集训期间将
进行三场热身赛，可以让更
多的球员有机会代表国家队
出战。

根据安排，国家队将于 6
月 18 日、22 日先后在沈阳、
济南迎战马其顿。原先确定
的埃及因为只同意安排一场
比赛，最终被替换。在 6月 29
日，国家队还将在深圳与马
里进行一场热身赛。

郑雄国青总结

记者金山淞报道
补时绝杀！25日晚上，中

国女足 2比 1击败韩国队获
得亚洲杯季军。对于近些年
一直处于泥沼的中国女足来
说，这个成绩或许并未达到
中国女足教练组的预期（据
说中国女足教练组的预想是
进决赛，最终夺冠），但在赛
后，中国女足主教练郝伟还
是表达了满意的心情。
“我要恭喜我的队员们，

她们打的不错。绝杀当然高
兴，但是今天我们也确实打
的很好。要是细节上再提高
的话，可能赢得会更轻松。
整个比赛，队伍的进步很
大，但她们仍要更加努力，
她们还有提高的空间，世界
杯上，我们希望能取得更好
的成绩。”
就在几天前，中国女足在

加时赛中被日本女足绝杀，
功亏一篑。但正是和日本女
足一役，让中国女足的姑娘
看到了希望，她们面对世界
冠军打出了气势，而这气势，
瞬间鼓足了球员们这些年来
已经有些干瘪的自信心。

中国女足在郝伟的倡导
下，大力推进年轻化进程，球
队已经成为亚洲平均年龄最
年轻的传统强队，而在推进
年轻化的进程，是有波折的。

女足赛场上，球星的作用非
常明显，亚洲的几个强队都
拥有多年前就成名的超级球
星，她们的经验意识，以及临
危不乱的气度，对于球队来
说非常关键。而中国队的老
球星几乎都淡出球队了，在
队中唯一一个成名球星马晓
旭，目前并没有得到多少出
场的机会。

好在杨丽这批 90 后很
快冒出来，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郝伟的压力。在这届女
足亚洲杯上，杨丽和韩国队
的朴恩善都打进 6球，并列
获得最佳射手。郝伟在谈到
杨丽时，认为她未来的潜力
更大，“她是一名很有天赋的
球员，但是，我认为她还有很
大的提高空间，她自己也应
该把目标定得更高一些，这
样才能成为更好的射手。”

杨丽是一个非常腼腆的
姑娘，尽管在 93分钟用一记
有利的头槌绝杀对手，但赛
后，她又恢复了往日低调腼
腆的模样，“打进绝杀球，当
时，确实特别高兴。我感觉自
己通过这届亚洲杯，提高了
不少，无论是在跑位的合理
程度上，还是门前的感觉和
处理上，都要比亚洲杯之前
好，大赛的锻炼价值，确实太
大了。”

佩一期新秀抢班
郝伟：世界杯？
看小花继续绽放！

中国女足2:1绝杀韩国袁获得亚洲杯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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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蒋娴土伦报道
以残阵低调出征法国土

伦杯的中国国奥首战凭借王
新辉任意球直接破门 1 比 1
战平法国。此役中国国奥队
派出的是 93年龄段的代表，
而法国则以 94-95年龄段为
主。不过法国队本场比赛出
场的 14人中有 5人在法甲出
场次数达到了 10 场以上，8
号球员拉比奥更是在欧冠联
赛中有过 6次出场。

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大胆
前压，杨超声断球射门被挡
出后补射将球打进，但边裁
示意越位在先。第 9分钟，贾
天子带球被断，法国队反击
打门被方镜淇扑出。逐渐进
入状态的法国队开始不断施
压，不过，在中国队严密防守
下，法国队也未能获得很好
的机会。
易边再战，法国队延续

强攻势头，两次射门都被方
镜淇扑出。51 分钟，法国队
利用角球机会破门得分。66
分钟，杨超声带球致使对方
犯规，王新辉任意球直接破
门，将扳平比分。对于这粒
进球，主教练傅博在赛后谈
到在香河集训的时候就针对
任意球让王新辉和王睿进行

了专门的训练，所以这个进
球并无太大意外。不过，这
位进球功臣好运气并没有延
续，几分钟后不慎受伤被迫
下场。由于中国队此时换人
名额已用尽，最后 10分钟时
间不得不以 10 打 11，中国
队最终将 1比 1的比分保持
到终场结束。
缺少多名主力，且在场面

上不占优的情况下逼平法国
队让国奥队全队上下收获信
心。傅博对球队防守非常满
意，“我们的后防线组合是第
一次搭档，他们表现非常不
错。”而作为球队后防线的中
坚力量兼队长王彤认为能够
顶住对手进攻的主要原因就
是没有畏惧：“大家不像过去
那样闷声踢球，几乎都张开
嘴、都在喊，每一个都互相帮
助，互相补位，该抢都抢，没
有胆怯。我们丝毫没有畏惧
对手，虽然知道对手实力强，
但我们就是敢拼，没有什么
可怕的。”
国奥出场阵容渊4141冤院方镜
淇/糜昊伦尧王彤尧廖均健尧杨
挺/徐新 渊63'郭胜冤/谢鹏飞
渊59'李源一冤尧 贾天子渊33'
罗森文冤尧 王上源 渊50'王新
辉冤尧王睿/杨超声

记者马德兴土伦报道
替补出场的王新辉，用

一脚漂亮的任意球，为国青
队取得了本届土伦杯赛上的
首粒进球，帮助国青队以 1
比 1战平东道主法国队。但
遗憾的是，仅仅数分钟后，王
新辉便因为旧伤复发，导致
无法继续。更令其遗憾的是，
随后的比赛他也将无法出场
了，“受伤不怕，遗憾的是后
面就没有了机会了。”

中法之战进行到第 50
分钟时，11 号王新辉换下了
8号王上源，不过，王新辉并
不是司职王上源的左边前
卫，而是更多地在中路活动。
第 67分钟时，国青队在法国
队门前获得了一次很好的任
意球机会。此时，国青队多名
球员都想上前主罚，只听场边
主教练傅博高声叫喊道：“王
新辉、王新辉，你来主罚！”事
后，傅导解释道：“之所以让他
主罚，是因为我们在香河集训
期间一直练过，而且他的表现
是最好的，相对比较有谱。所
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
他来主罚。”果然，王新辉一
脚，直接射穿队方人墙后从球
门左侧入网，将场上比分追成
1比 1！

这个进球极大地鼓舞了
球队的士气。先前一直被压
着的国奥队，随后也开始组

织起几次进攻。但遗憾的是，
仅仅数分钟之后，王新辉便
受伤倒地并做出了要求换人
的举动。“我当时是想着去直
接射门，因为我站在那个位置
上感觉机会不错。我是右脚想
直接抽射，但左脚支撑脚落地
的时候，突然感觉疼得要命，
根本无法支撑了，直接就倒地
了。当时我就知道完了。”王新
辉赛后回忆道，“左脚脚踝一
直是有老伤，以前就没有彻底
好利索，这么多年了，一直坚
持下来了。这次到国奥队集
训，我自己感觉还行，所以也
就没有当回事。但没有想到，
射门的脚没事，支撑脚会出问
题。这下完了，后面的比赛就
没法再打了。”
王新辉受伤后，球队队医

进行了检查，但并不敢确认
情况严重到何种程度。赛后
当晚，球队便将王新辉送到
医院，要求通过核磁共振来
进一步检查王新辉的伤势，
以便确认下一步该如何治
疗，但未能如愿。即便是第二
天上午第二次前往医院，也
未能成功，因为按照法国当
地医院的规定，如果要进行
核磁共振，需要提前两个月
预约。因此，球队面前正在想
办法和组委会方面取得联
系，以求尽快帮助王新辉进
行诊断。

傅博：
扳平球早有谋划

银国足主帅佩兰与傅博（左）交流国奥表现。图/马德兴

王新辉：
遗憾没法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