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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

新华社索契电(记者王浩宇、姚友明)俄罗
斯世界杯大幕拉开，伊朗、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沙特这亚洲 5 强将刷新各自的世界杯履历，
而中国足球依旧只能回味着 2002 年夏天的那
次世界杯“初体验”。如何从世界杯“看客”变成
“常客”，中国足球不妨从身边的这些“邻居们”
身上取取经。

翻看此次参加世界杯亚洲球队的大名单，
就会发现其中不乏在欧洲五大联赛中效力的球
员。日本队 23 人名单之中，只有 8 人效力于本
国联赛，有 12 人来自 5 大联赛，香川真司等 6
人来自德甲，英超、西甲和法甲各有两人。韩国
的海外军团由孙兴民、寄诚庸两位英超名将领
衔，上赛季孙兴民在英超中斩获 18 个进球和
11 次助攻，已是公认的目前亚洲足球一哥。伊
朗锋线有“留洋三杰”阿兹蒙、贾汉巴赫什，以及

安萨里法德，其中贾汉巴赫什以 21 个进球获
得本赛季荷甲联赛金靴奖。

中国球员近些年在欧洲五大联赛鲜有露
脸，个人能力不足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多的是
因为生存环境。张玉宁在德甲不来梅的蹉跎
时光，让不少年轻球员对走出去心存疑虑。和
五大联赛相比，中超就像“温室”一般，竞争不
似国外那般激烈，还有高薪邀约，也难免有些
球员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提升竞技水平的机
会，留下来过着更“安逸”的日子。

坊间一直有声音希望中国足协能在球员
“留洋”上有更大的动作，而据了解，中国足协
已有相关的考虑。但去欧洲五大联赛磨砺，并
非是简单“送出去”就能有收获。沙特足协为
了备战本届世界杯，临时抱佛脚在本赛季和
西甲联盟合作，将 9 名球员分别租借到西甲、

西乙和西乙二级联赛，其中 3 名国家队主力
前往西甲踢球。但实际情况这些球员在西班
牙并未立足，反倒长期缺乏正式比赛。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球员能否在五大
联赛生存，还是得凭实力说话，而想出现更多
有实力的球员，一切的源头还是得做好青训。

日本足球的青训一直走在亚洲前列，其
青训体系实行“三位一体+草根足球”的理念，
结构为全国层面的国家培训中心——— 9 个地
区的培训中心——— 47 个都道府县培训中
心——— 市区町村培训中心。培养出来的球员，
将分别择优进入 U17、U20、U23 以及成年
国家队，参加国际足联(FIFA)的赛事。而进
入各支国字号球队的球员中，往往包含比年
龄限定还要小两岁的球员，比如今年年初在
江苏举行的 U23 亚洲杯上，日本队甚至派出

了一支 U21 球队参赛。
曾被视作亚洲“鱼腩”的越南在过去十年

里，对青训的重视和投入前所未有，无论是和
阿森纳合作的足校，还是青训机构 PVF(越
南足球天赋与发展基金)，以及遍布越南的青
训点、成体系的梯队建设，都在为越南足球输
送着许多青年才俊。越南青年队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上获得亚军，对很多关注中国足球青
训的人，都是一记震耳的响钟。想要在世界最
高足球舞台上保持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除
狠抓青训之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不论留洋还是青训，中国足球目前都需
要一种坚守的精神。一名球员的技术水平，一
支球队的战术风格，一个国家的足球体系，都
可以师承、借鉴他人或他国，但坚守，只能靠
自己。

走出“温室” 坚持青训
世界杯亚洲“常客”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启示

兑水的牛奶、停水停电的房间、因欠费被掐
掉的有线电视……在俄罗斯世界杯大杀四方的
比利时“魔兽”卢卡库，当初选择足球，只是为了
体面地活着。

18 日的索契菲什特球场，卢卡库独中两元
带领比利时 3：0 战胜巴拿马，以 5 粒进球登上
了比利时队史大赛(世界杯和欧锦赛)进球榜次
席，仅比昔日传奇瑟勒芒斯少一球。在至少还有
两场小组赛的情况下，本届世界杯很可能将见
证比利时新一代锋霸的“登基”。

如今贵为比利时和英超豪门曼联当家前锋
的卢卡库，仍清楚地记得儿时看到母亲因为家
贫往牛奶里兑水时的场景。在他发表于《球星看
台》上的亲笔信上，他讲述了当时的心情：“我一
言不发地吃着午餐，但那天我对自己许下一个
愿望，我不能再看到母亲那样生活。”

在卢卡库这篇自述中，贫穷和质疑贯穿着
他早期的足球生涯。那时的卢卡库只能穿着父
亲当年的球鞋训练，因为身体发育得快，11 岁
的他在少年队踢球时会被对手的家长质疑他虚
报年龄，他不得不拿出身份证挨个给那些家长
看以证清白，同时忍受着那些半信半疑的眼神。

回击质疑，卢卡库认为最解气的方法就是
在球场上用进球击败对手，哪怕对手是自己的
教练。2009 年 5 月 24 日，16 岁的卢卡库在比
甲联赛首次为安德莱赫特出场，但 2008-2009
赛季初，他甚至在 U19 队都踢不上主力。面对
U19 教练对自己的不信任，卢卡库跟教练打赌
只要给足他出场时间，他保证到 2008 年 12 月

时打入 25 球。
那一年的 11 月，卢卡库就完成了 25 球

的指标，作为赌约的一部分，他的教练不得不
清洗青年队所有的中巴，而且每天给球队做
馅饼吃。

年少成名的卢卡库征服比利时联赛后，
在 2011 年转会英超切尔西队，被誉为“魔兽”
德罗巴的接班人。但登陆“蓝桥”后卢卡库多数
时间只能在板凳上蹉跎，“来到切尔西后我得
不到比赛时间，我听到人们在嘲笑我，我被租
借至西布罗姆维奇，我听到人们又在嘲笑我”。

在被租借到西布罗姆维奇的那个赛季，
卢卡库打入 17 粒英超进球位居射手榜第六，
但切尔西依旧没有属于他的位置。2013-
2014 赛季在埃弗顿的租借期结束后，卢卡库
最终选择离开“蓝军”加盟埃弗顿。三年后，他
顶着 7500 万英镑的身价加盟了英超第一豪
门曼联队。

从一贫如洗到声名显赫，卢卡库的生活
因足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最大的愿
望，是希望已经故去的外公能看到这一切，但
不是看他球踢得有多好，名气有多大。

外公去世前 5 天打电话给 12 岁的卢卡
库，拜托他要“照顾好妈妈”。13 年过去了，卢
卡库说如果能再跟外公打个电话，他会说：
“看，就像我保证过的，你的女儿现在很好，再
也不用住在有老鼠的公寓里，再也不用在地
板上睡觉，再也没有压力，我们一切安好。”

(记者王浩宇、树文)新华社索契电

新华社俄罗斯伏尔加格
勒 6 月 19 日电(记者赵焱、
石松、袁梦晨)在俄罗斯世界
杯上“三狮军团”英格兰队
18 日首次亮相，虽然遇到了
北非劲旅突尼斯队的顽强抵
抗，但队长哈里·凯恩补时阶
段的绝杀向世人证明了他本
届世界杯争夺“金靴”的决
心。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凯恩
今年 25 岁，能够成为英格兰
队长完全凭借自己的成绩。
在 2017 年，欧洲五大联赛进
球最多的球员不是 C 罗，也
不是梅西，而是英超热刺队
的当家射手凯恩。

整个 2017 年，凯恩在英
超赛场打进 39 球，超越了阿
兰·希勒 36 球的纪录。同时，
他整年各项正式比赛打进
56 球，超越梅西的 54 球成
为年度射手王。

发现并打造一名优秀球
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谁
都知道，如果俱乐部找到一
块璞玉，再将之雕琢成珍宝，
无疑为球队带来巨大财富。
但凯恩最早是想去热刺的
“对头”之一阿森纳的青训
队，谁知阿森纳没有接纳他，
结果就让热刺队捡到了宝。
现在凯恩的身价已经超过
1 . 5 亿欧元。

前阿森纳俱乐部青训总监利亚姆·布雷迪承认：“那时候我
们觉得他有点儿胖，而且也没什么运动资质。但是我们错了。”

在各个俱乐部精挑细选足球苗子的时候，谁也没有将凯
恩放在最受重视的地位。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先进的根据数
据挑选球员的方式，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有时候还要靠直觉。

在热刺队，凯恩也不是重点培养对象，热刺队曾经的青
训总监理查德·艾伦说：“当时就有教练问我，‘那个小胖子
是谁？’”

在热刺工作了 8 年、后来又到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和英
足总工作的艾伦回忆说：“哈里那时候 11 岁，要是仅基于他
的身体条件，他不可能通过我们的选拔。不过球员成长的年
龄阶段不同，麦克·欧文和鲁尼也都是明显的例子，身体的
成熟程度会影响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表现，但早晚该有的资
质会慢慢显现。”

幸运的是，艾伦和热刺队其他教练都觉察到凯恩身上
有种特殊气质，艾伦说：“他控球很好，而且总能进球，在技
术上也不错。”这样凯恩得以留在热刺。

不过在为热刺队正式出场前，凯恩还经历了更多考验。
按照一些俱乐部的测算，一般出生于 9 月至 12 月的孩子身
体状况总会强于 6 月至 8 月出生的孩子，也更容易被留在
队中。出生在 7 月的凯恩自然是需要教练们再考验一段时
间。于是他接连被租借给了莱顿东方、米尔沃尔、诺维奇和
莱斯特城，在 2013 年参加过土耳其举行的世青赛后还险些
被卖掉，好在没有其他俱乐部愿意买他，热刺教练组只好把
他带回队里，让他出战 2013-2014 赛季。

“自从给了他机会，他就再也没有后退。而且他无论是
身体条件，还是作为一名射手的灵敏度，都在不断进步。”艾
伦说。

在他第一个完整的赛季，凯恩攻入了 21 个球。2015-
2016赛季，凯恩以 25粒进球成为 21世纪以来首位英格兰本
土“金靴”得主；2016-2017赛季，他以 29球卫冕英超“金靴”。

在今年 5 月，英格兰队主教练索斯盖特任命凯恩为队
长，希望他率领“三狮军团”征战俄罗斯世界杯。在英格兰登
场前的最后一场公开记者会上，凯恩毫不掩饰自己对“金
靴”的渴望，并也希望能够像 C 罗一样完成“帽子戏法”。

首场比赛，他离“帽子戏法”差了一个球，但他的两个入
球对球队来说弥足珍贵。世界杯才刚刚进行了第一轮，凯恩
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仍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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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你的女儿现在很好”
卢卡库 ，比利时“魔兽”是怎样炼成的

66 月月 1188 日日，，比比利利时时队队球球员员卢卢
卡卡库库（（右右））在在进进球球后后庆庆祝祝。。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杜杜宇宇摄摄

新华社索契电(记者树
文、王浩宇)如果一个足球
的小国，历史上首次打进世
界杯，那么他们的世界杯梦
想是什么？进一球、拿一
分、胜一场？

或许对于巴拿马人来
说，快快乐乐地展示自己就
够了，足球没有那么多苦大
仇深。

在 2018 年世界杯北中
美及加勒比地区预选赛最后
一轮，压根没指望出线的巴
拿马队在得知美国队意外出
局之后，三军用命，奇迹般
地拿到关键的三分，最后一
刻杀进俄罗斯世界杯。这可
比中国队当年艰难多了。

要知道，北中美及加勒
比地区，总共就三个半名
额，一般而言，墨西哥、美
国、哥斯达黎加基本会霸占
三席 (但美国此次未能如
愿)，剩下半个名额，还要
和亚洲来争夺。以至于巴拿
马出线之后，总统宣布全国
放假来庆祝。

要知道，中国队在
2002 年出线时，韩国和日
本作为东道主已经自动晋级
世界杯决赛圈了。

无论在对巴拿马将帅们
或者是对巴拿马球迷的采访
中，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
放松和欢乐。

全场落后，被动挨打，
巴拿马球迷的助威声却远远
超过了有些单调的比利时球
迷。一个角球，甚至一次触
球，一个防守，都可以引发
巴拿马球迷的欢呼。

即便在比赛结束， 0 ： 3失利了，在索
契菲什特球场外，依然响彻着“ OLE OLE

巴拿马”的歌声，你见到的每一个巴拿马
球迷，脸上都是笑容。

比较奇怪的是，在这种放松的心态下，
其实巴拿马的表现并不差，对比利时他们并
非没有机会。

没人要求巴拿马取得什么成绩，一切取
决于他们自己。正如他们的主教练戈麦斯赛
前说的，昂首回家，让国人骄傲。

踢足球到底是为了什么？简单而复杂的
问题，尤其是对中国足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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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西利亚电(记者张启畅)巴西足协 18 日致信
国际足联，质疑在巴西队的世界杯首秀中为何未使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在 17 日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比赛中，巴西队被瑞士队
以 1：1 逼平。巴西足协质疑该场比赛中存在两处误判，分
别为瑞士队扳平比分过程中，祖贝尔将巴西队米兰达推开，
以及第 73 分钟，巴西队前锋加·热苏斯禁区内被瑞士球员
身体接触后倒地，但裁判拒绝判罚点球和观看 VAR视频。

在这封直接写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信中，巴西
足协表示，VAR 技术应当被恰当且有效地使用，相信这也
是国际足联的态度。因而巴西足协要求国际足联提供比赛
的 VAR视频，已确定比赛过程中的具体情况。

巴西足协表示，裁判存在两次明显误判，应该通过
VAR视频分析后再做判罚决定。巴西足协还要求国际足联
说明 VAR 的使用准则，并质疑为何这场比赛 VAR 没有介
入裁判的判罚。同时，巴西足协希望国际足联能就此问题做
出官方解释。

被瑞士队逼平后，巴西队 40 年来世界杯首场比赛均获
胜的纪录被终结。巴西队主教练蒂特赛后表示对比赛结果
并不满意，认为紧张和焦虑限制了球员的发挥。但他同时强
调，裁判存在误判行为，且质疑 VAR 为何没有被使用。

巴西足协致信国际足联

质疑为何 VAR 未被使用

随着日本队 19 日以 2：1 战胜哥伦比亚
队，2018 年世界杯上的五支亚洲球队全部亮
相。谁能杀出小组重围，捍卫亚洲足球荣耀？

亚洲足球水平放眼世界本来就不强，如
今，五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5 战
3 负的表现再次证明，亚洲足球距离世界顶
级水平仍旧有不小差距。

五支亚洲球队中首先亮相的沙特队在揭
幕战遭遇重创，0 ：5 不敌东道主俄罗斯队。

接下来的两个对手埃及和乌拉圭队在实力上
都要更胜一筹，沙特队想要杀出 A 组几乎是
难以完成的任务。

韩国队身处“死亡之组”，输掉首场比赛

的他们小组出线渺茫。德国队以 0：1 被墨西
哥队击败。想要获得小组头名出线，已经输不
起的“德国战车”肯定会争取在韩国队身上全
取 3 分的同时多拿净胜球。而战胜了德国队
的墨西哥队则信心爆棚。0：1 不敌瑞典队，
接下来面对德国和墨西哥队，韩国队想要晋
级，只能期盼创造奇迹。

小组赛中获胜的伊朗队现暂列 B 组头
名，但晋级形势也不容乐观。凭借一个对方的
乌龙球，伊朗队以 1：0 小胜摩洛哥队。西班
牙和葡萄牙队小组赛首场 3：3 战平。在小组
赛剩余的两场比赛中，“两牙”必定全力以赴，
凭借稳固防守起家的伊朗队能够逼平这两支
强队已是奢望。

澳大利亚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开局不利，
首场比赛 1：2 不敌法国队，“高卢雄鸡”的第
二粒入球还在赛后被认定为“袋鼠军团”的乌
龙球。不过，面对法国队，澳大利亚队打出了
自己的气势，主教练范马尔维克赛后也对球员

们的表现大加赞赏。接下来面对秘鲁和丹麦
队，澳大利亚队如能放手一搏，仍有希望追平
2006 年德国世界杯的战绩——— 晋级 16 强。

本届世界杯，日本队迎来梦幻开局，开场
不到 3 分钟，就获得点球，对方还被红牌罚下
一人。尽管球队头号球星哈·罗德里格斯(J
罗)下半场替补上场，仍难以挽救十人应战的
哥伦比亚队 1：2 失败的命运。接下来两场小
组赛分别对阵实力一般的波兰和塞内加尔
队，日本队如能正常发挥，把握门前机会，晋
级 16 强大有希望。

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获得理想的成绩，
无疑对亚洲各国和地区足球的发展起到推动
作用。2010 年南非世界杯上，韩国和日本队杀
入 16 强。2014 年在巴西，亚洲球队 12 场比赛
3 平 9 负，四支球队全部小组垫底出局。来到
俄罗斯，谁将杀出小组重围，捍卫亚洲足球荣
耀，让我们拭目以待。(记者刘宁 、吴书光 、
严蕾) 新华社喀山 6 月 19 日电

谁来捍卫亚洲足球荣耀？

▲ 6 月 19 日，日本队球员大迫勇也（左三）在比赛中头球破门得分。当日，在萨兰斯克进行的 2018 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 H 组小组赛中，
日本队以 2 比 1 战胜哥伦比亚队。 新华社记者贺灿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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