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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马德兴土伦报道
国奥队结束了土伦杯赛，

从成绩而言，4 战 2 平 2 负，
考虑到队伍的实际情况，这
一成绩还是可以接受的。而
且，球队在比赛中暴露出了
不少问题，无论是球员对抗
中的身体运用、处理球时的
方式、攻守转换中出现的问
题等等，所有这些其实都可
以归结为一点，即比赛太少！
不仅仅是国奥队本身整队所
参加的比赛太少，球员平时
在国内俱乐部球队中有机会
参加的比赛也不多。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

意识到一名优秀球员的成长
不是光靠训练就可以成材的。
国家队主教练佩兰在连续观
看了国奥队的几场比赛后就
坦言：“很多球员的失误，根本
一点就是以前的比赛打得太
少，尤其是对于 19岁、20岁、
21岁的年轻球员而言，这个
年龄段是最为关键的，他们所
需要的就是不断地比赛。欧洲
的这个年龄段球员为什么可
以很快进入到职业队甚至冒
尖？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处于比
赛状态中。而且，欧洲各个国
家会给年轻球员提供各种平
台，年轻球员也总是可以找到
合适自己的平台去展现自己，
所以人才很多。但相比而言，
中国的比赛太少、整个结构还
有很多欠缺。”

恰恰是因为中国国内缺
少合理的竞赛体系，所有人都
只能集中在中超联赛这一个
平台中，年轻球员很少有机会
比赛，进而进一步提升自己。
佩兰在观看了前锋杨超声的
比赛后，就格外有兴趣，甚至
专门询问过国奥队教练组，但

在获悉他在恒大队效力后，就
只能遗憾地摇头，因为他看过
恒大队的这么多比赛，无论中
超还是亚冠，却从未见到过杨
超声出场过 1分钟。一名有潜
质的球员，从去年下半时开始
就在恒大队坐冷板凳，或许等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这样一位
有潜质的好苗子就被“废”掉
了。这样的情况，中国足坛以
往有太多的先例了。根本原因
恰恰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
始终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各级
竞赛体系。
因而，国奥队教练组如今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内打上
中超的球员身上。令人多少
感到欣慰的是，在中超前 14
轮比赛中，1993 年或以后出
生的球员，能够在中超联赛
中出场的球员数量较去年明
显增多，像李昂和石柯两名
中后卫是全勤，傅欢、冯刚也
基本是场场出战。能够在前
14轮比赛中，出场至少 5场
的球员，已经达到 12人(详见
下表)。当然，还有像杨挺等个
别球员在中甲联赛中也可以
打上比赛的。

只有在实战中，球员才能
经历各种场景，即便是犯错也
能印象更深，等到了国际赛场
上，遇到类似情景时，才能尽
可能避免犯同样的失误。所以，
缘何日本足协会在今年年初作
出决定：让国奥队适龄球员整
队参加 J3联赛？目的恐怕就是
让球员能够在竞赛环境中成
长。而建立更合理的竞赛体系，
不是像现在这样，任何青少年
比赛都采用赛会制，这是中国
足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
问题不解决，中国球员也就不
可能有成长的平台。

记者马德兴土伦报道
今天（30日）凌晨，由傅博

所率的 93 国奥队 0 比 1 不敌
墨西哥队，结束了土伦杯小组
赛最后一场赛事。由于此前国
奥队以 1 比 4 输给了葡萄牙
队，已经提前从小组中淘汰，因
而，这场比赛练兵的意义更浓。
不过，对国奥队来说，此次土伦
杯赛的锻炼和价值很大，正如
主帅傅博所言：“我们暴露出来
的问题太多、差距很大，但我们
的收获更多。”
在这次土伦杯赛上，国奥队

并没有像阿曼 U22亚青赛小组
赛时那样，一直沿用 4231的阵
型，而是四场比赛中全部都采用
4141阵型，只是在对阵墨西哥
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中，由于场面
较为被动，根据形势将阵型改为
4231。对于整体的效果，傅博认
为初步达到了目的。“对一支球
队而言，掌握多种打法是可行
的，而且针对不同的对手也可以
拿出有效的应对办法。过去，我

们采用 4231的战术安排，主要
是考虑到球员平时经常在用，也
比较熟悉这一阵型的基本要求
和打法。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
觉得还是采用 4141的阵型更好
一些，早在 2012年，参加 U22亚
青预选赛时，我们就一直在采用
这个打法，而且那批球员相对也
用得挺好。这一次土伦杯赛前，
我们相对有点时间在香河进行
演练，所以，就开始尝试这一打
法，看看效果如何。这次土伦杯
赛上，也是一种检验。”主教练傅
博解释道。
记者也注意到，不仅仅是

比赛中在一直使用这一阵型，
在比赛间隔的训练中，傅导也
会安排球员进行战术演练，即
具体在中场的单防守型中场如
何和身前的 4名中场球员尤其
是两名中路球员进行轮转、而
顶在最前面的中锋又如何与身
后的四名中场球员尤其是两名
边路球员进行轮转。

至于具体的人员，傅博表

示，尽管人员不齐整，但从表现
来看还是很不错的。譬如两个边
后卫，这次表现都还可以，不管
是杨挺还是糜浩伦。虽然在对阵
葡萄牙时，糜浩伦出现了失误，
但这与他五天之内连续打三场
比赛、体能下降有很大关系。而
像廖均健在对阵葡萄牙队比赛
时出现失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
问题，而是国奥队所有球员都遇
到的问题———比赛太少。
“我从第一天开始就说了，

我们不怕队员在比赛中犯错误，
多打比赛是有好处的。而且，这
次比赛的对手全部都是欧美球
队，像这样的队伍，我们只能在
世界正式大赛中才能碰到。所
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对手较
强，就采取收回来打防守，如果
只是去追求一个结果，我觉得意
义不大。”傅博说道，“对这支队
伍来说，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
多。从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
很多，譬如，在对方贴身情况下
如何更合理地运用技术？我们如

何更好地利用身体？再譬如说，
在高强度下，我们如何更好地去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和能力？而
且，通过这次土伦杯赛，我也更
了解了我们队伍的情况，因为未
来奥运会预选赛不管小组赛还
是决赛阶段比赛，都将是这种赛
制，隔天一场，我们如何更好地
适应这种情况？这是我们下一步
需要解决的。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国
内很难想欧洲那样完善的比赛
体系，队员打比赛的机会也不
多，那么，我们下一步在训练
上，如何更与比赛程度接近？让
球员们真正得到提高？这也是
我们下一步需要去考虑的问
题。而对我这个教练而言，路则
是更长、差距也更多。所以，参
加这种比赛，对我本身也是一
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从
这次比赛来看，我觉得我们会
更进一步坚定目前的技战术打
法，后面所需要做的就是进一
步完善。”傅博最后表示。

记者马德兴土伦报道
北京时间 30日晚，已经结

束了此次土伦杯赛全部赛事的
中国国奥队将从马赛到巴黎转
机回国，31日上午抵达首度机
场后将就地解散。6月 10日，
国奥队将重新在南京集中，准
备 6月下旬和乌兹别克国奥队
的两场热身赛。

根据计划，国奥队今年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 9 月下旬在
仁川进行的亚运会男足赛，考
虑到这一赛事与国内中超、中
甲存在着赛程冲突，俱乐部未
必会痛快放人，因而，在完成
了今年 1 月份的首届 U22 亚
青赛后，国奥队在拟定全年备
战计划时，就已经做出了统一
的安排。
此次球队来到法国参加土

伦杯赛，并未带上能在中超打
上比赛的球员，只是考察那些
在俱乐部打不上比赛但未来国
奥队需要启用的人员，以及留
洋球员。据了解，奥队在返回
国内后，将下发下一期集训通
知，由于世界杯赛的缘故，中超
将进入间歇期，届时，像李昂、

石柯、廖力生等众多在今年联
赛中登场且表现不错的球员都
将归队参加 6月份在南京进行
的集训。此次集训基本以国内
球员为主，众多海外球员不在
名单中。

6月 10日，国奥队在南京
集中后，在江宁基地内进行集
训，并于 6月 21日和 24日，先
后在昆山和无锡与乌兹别克国
奥队进行两场热身赛。在今年
1月份的 U22亚青赛上，中国
国奥队以 1比 2被乌兹别克队
在最后阶段“绝杀”未能小组出
线。不过，此番来访的乌兹别
克队和那支队不同，全部由
1993年龄段球员组成。在打完
与乌兹别克队的热身赛后，国
奥队将暂时解散，直至 8月底
重新展开集中。
在征战亚运会前，国奥队

将与此次备战土伦杯赛时一
样，提前两周展开集训，并利用
9月 1日到 7日国际足联指定
的国家队比赛日，安排两场热
身赛，目前有意来华热身的包
括伊朗等西亚球队。因为亚运
会在韩国进行，不少西亚球队

都将在赛前来华设立训练营，
国奥队正好借机与他们进行热
身。但亚运会前，国奥队最头痛
的还是人员征调问题，尤其是
涉及到保级的中超球队届时未
必会痛快放人。
亚运会结束后，国奥队将

不再展开集训，但会在中超全
部结束后集中，利用 11月份国
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日，
参加一次在国内进行的四国
赛，包括此次参加土伦杯的墨
西哥等在内的对手将应邀来
华。这也是国奥队今年进行的
最后一项赛事。四国赛结束后，
国奥队员将暂时休整数日，然
后准备重新集中、展开冬训。不
过，国奥队的冬训时间与地点
尚待进一步确认。

另据来自亚足联的消息，
第二届亚洲 U22 青年锦标赛
暨巴西里约奥运会预选赛的
时间已经敲定，将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展开小组预选赛，
决赛阶段比赛则定于 2016 年
2、3月份进行。对于国奥队而
言，距离奥运预选赛还有一年
的时间。

缺少比赛成国奥命门

中国21岁以下球员中超前14轮出场时间统计
姓名 出生日期 位置 俱乐部 出场时间 场次 进球(点球) 助攻
石柯 1993.01.08 后卫 绿城 1260' 14 1(0) 1
李昂 1993.09.15 后卫 舜天 1260' 14 1(0) 0
傅欢 1993.07.12 后卫 上港 1168' 13 0(0) 1
冯刚 1993.03.06 中场 绿城 1136' 14 1(0) 1
刘彬彬 1993.06.16 中场 鲁能 802' 13 2(0) 1
廖力生 1993.04.29 中场 恒大 669' 11 0(0) 1
裴帅 1993.01.14 后卫 亚泰 608' 9 0(0) 0
王皓 1993.01.30 前锋 宏运 591' 8 0(0) 1
赵宇豪 1993.04.07 中场 绿城 558' 8 0(0) 0
常飞亚 1993.02.03 中场 富力 543' 12 0(0) 2
曹海清 1993.09.28 后卫 绿城 450' 5 0(0) 0
侯俊杰 1993.07.08 中场 申鑫 447' 5 0(0) 1
罗竞 1993.11.04 中场 绿城 341' 11 1(0) 2
陈中流 1993.09.30 中场 绿城 310' 6 1(0) 0
谢鹏飞 1993.06.29 中场 绿城 305' 7 0(0) 1
臧一锋 1993.10.15 中场 绿城 297' 7 0(0) 0
胡延强 1993.03.20 中场 宏运 259' 8 0(0) 0
郭皓 1993.01.14 后卫 泰达 252' 8 0(0) 0
杨阔 1993.01.08 中场 建业 247' 8 0(0) 0
吴毅臻 1994.05.26 前锋 申鑫 197' 10 0(0) 0
李浩文 1993.11.29 前锋 上港 179' 4 1(0) 0
林创益 1993.01.28 中场 上港 174' 7 0(0) 0
刘海东 1995.02.28 后卫 恒大 135' 2 0(0) 0
王彤 1993.02.12 后卫 鲁能 90' 1 0(0) 0
糜昊伦 1993.01.10 后卫 鲁能 90' 1 0(0) 0
吴兴涵 1993.02.24 中场 鲁能 87' 2 0(0) 0
吕永帝 1993.12.16 中场 毅腾 83' 3 0(0) 0
张一 1993.08.17 后卫 上港 82' 3 0(0) 0
董宇 1994.07.15 中场 绿城 77' 1 0(0) 0
庄佳杰 1993.09.05 中场 绿城 76' 1 0(0) 0
何超 1995.04.19 中场 亚泰 74' 4 0(0) 0
崔明安 1994.11.15 中场 阿尔滨 31' 1 0(0) 0
王嘉楠 1993.05.31 中场 建业 30' 1 0(0) 0
李圣龙 1993.01.27 前锋 上港 26' 4 0(0) 0
赵学斌 1993.01.12 前锋 阿尔滨 19' 2 0(0) 0
郑达伦 1994.02.11 中场 上港 13' 3 0(0) 0
杨世元 1994.03.11 后卫 上港 12' 2 0(0) 0
孙国文 1993.09.30 中场 阿尔滨 4' 1 0(0) 0
张卫 1993.03.28 后卫 上港 1' 1 0(0) 0

六月考察“超”新星

傅博总结：不枉此行

记者马德兴尧蒋娴土伦报道
在北京时间今天 (30

日)凌晨结束的土伦杯小组
赛最后一场比赛中，93 国
奥 0比 1负于墨西哥，最终
以 2平 2 负一场未胜结束
了法国之行。

是役，国奥队依然以
4141阵型出战。此前三场
比赛中未能出战过的门将
叶尔杰提首发出战，而另一
位未能有过出场机会的中
后卫刘奕鸣依然作壁上观，
成为本次土伦杯唯一未能
出场的球员。在 2012年秦
皇岛四国赛上，当时还是
U19国青队的 93年龄段球
员曾和墨西哥队有过交锋，
结果以 0比 5惨败。此次再
战，墨西哥队在本场比赛中
发挥出了技术好的特点，从
比赛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
场上的主动，一直将国奥队
压制在本方半场。针对场上
被动的情况，国奥队在上半
时第 27分钟就调整阵容，
由李源一换下崔明安，而且
也将 4141阵型改为 4231，
以进一步加强中场的控制，
场面有所改观。上半时，双
方以 0比 0战平。

易边后，墨西哥队继续
控制局面，并在第 57分钟时
利用国奥队后卫的失误，攻
入一球。国奥队在落后的情
况下，开始压上，希望能够挽
回比分，而墨西哥队则施以
快速反击，多次获得了扩大
比分的机会。尽管国奥队员
很努力，但或许是因为七天
内连续进行第四场比赛，体
能消耗很大，最终未能追回
比分。这样，国奥队结束了全
部赛事，将于当地时间明天
上午将启程回国。
国奥出场阵容渊4141冤院

叶尔杰提/糜浩伦尧廖
均健尧王彤尧杨挺/徐新/郭毅
渊55'郭胜冤尧王睿渊45'王
上源冤尧 崔明安 渊李源一袁
27'冤尧谢鹏飞渊65'罗森文冤
/杨超声遥

末战染墨
国奥回国

尽管拼劲全力袁国奥小将依然0比1不敌墨西哥遥 图/马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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