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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惊天逆转曼城，拿到
了欧冠8强席位。这一战中，18岁
的前锋姆巴佩表现抢眼。

其实，欧洲足坛有很多的
U23甚至U20球员，早已经在赛场
上建功立业。反观中超，却还需
要用强制性的政策保证U23球员
的登场时间。

姆巴佩：18岁
国籍：法国
俱乐部：摩纳哥
位置：前锋

18岁的姆巴佩在这个赛季
可谓状态火热，除去欧冠赛场上
的抢眼表现，他在法甲同样有所
建树。

目前，姆巴佩在联赛中出战
21场，打入10球并有5次助攻。如
果各项赛事都算上，姆巴佩共计
出战31场，打入17球，这样的进球
效率对于一名18岁的小将而言，
堪称可怕。

马夏尔：22岁
国籍：法国
俱乐部：曼联
位置：前锋

上个赛季，马夏尔在曼联的
表现可谓惊艳。不过在穆里尼奥
走马上任之后，这位锋线杀手好
似遇到了瓶颈，主力位置不保，9

号球衣也拱手让人。其实，马夏
尔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是因
为年龄问题，缺少必要的自律能
力。如今，马夏尔在场外也出现
了不少绯闻，希望他珍惜天赋，
在穆帅手下继续发光发热。

拉什福德：19岁
国籍：英格兰
俱乐部：曼联
位置：前锋

拉什福德的情况与马夏尔
相似，上个赛季表现出众。俱乐
部换帅后，拉什福德的主力位置
也几经动摇，因为伊布的存在，
曼联小将必须要做出合理取舍。
好在拉什福德本身实力不错，穆
里尼奥也渐渐开始找到了他的
使用说明书。

唐纳鲁马：18岁
国籍：意大利
俱乐部：AC米兰
位置：门将

唐纳鲁马可以说是本赛季
AC米兰最大的发现，虽然米兰现
在战绩稀烂，但唐纳鲁马的表现
绝对可圈可点，在扑救成功率和
点球扑球成功率两项数据中，他
都超过了前辈布冯，位列意甲第
一名。

更难能可贵的是，唐纳鲁马

在比赛中表现出了对米兰的绝对
忠诚。

阿里：21岁
国籍：英格兰
俱乐部：热刺
位置：前锋

热刺培养过不少年轻球员，
凯恩是其中的佼佼者，阿里也不
遑多让。阿里在场上有非常强的
进攻欲望，而且出球颇具想象
力。不过，作为年轻球员，他并没
有出众的速度，脚下技术也有待
加强。只能说，阿里现在更适合
在球场上灵光一现，而不适合攻
城拔寨。

基米西：22岁
国籍：德国
俱乐部：拜仁
位置：边后卫

拜仁在本赛季前半段发挥
不算出色，但是基米西绝对是意
外之喜。

本来司职中场的他被教练
们开发出了后卫属性。在欧洲杯
上，他这个临时工就做的不错。
回到俱乐部，他不少时候也被当
作后卫来使用，真是哪里缺人补
哪里。而且，基米西在赛季前半
段屡屡打入关键球，是德国天才
中的代表人物。

登贝莱：20岁
国籍：法国
俱乐部：多特蒙德
位置：边锋

作为曾经被诸多豪门追捧
的对象，登贝莱最终选择了多特
作为归属。在其他豪门，登贝莱
或许只能打替补，但是在重视年
轻人的多特蒙德，登贝莱却能出
现在首发名单。在多特，登贝莱
已经靠着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
了球队的主力位置。登贝莱速度
极快，盘带上佳，经常能够生吃
对方边卫。但或许是年轻缺乏经
验的缘故，登贝莱有时显得有点
独断专行。

韦尔纳：21岁
国籍：德国
俱乐部：莱比锡红牛
位置：前锋

莱比锡红牛在联赛前半段
大放异彩，与韦尔纳出色的表现
密不可分。

作为斯图加特青训的杰出
产品，韦尔纳转会至莱比锡之后
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在联赛上
半段结束时，他已打入9球并送
出2个助攻。韦尔纳非常灵活，还
有着百米11秒1的惊人速度。

综合整理

别家U23成明星 中超还靠保护令

□记者 谢新奥

这周二，山东鲁能在阿联酋
的集体拉练结束。回国后，鲁能
队员就地放假，随后周五集合备
战中超。算起来，这个间歇期鲁
能只放了3天假。

两连胜之后，鲁能4月将迎
来魔鬼赛程，虽然开局不错，但
鲁能上下对自己已有了清醒认
识。用王大雷的话说，就是“我们
踢得不错，运气也挺好”。

海外拉练结束就地放假

间歇期鲁能选择海外集训，
着实让很多球迷意外了一把。传
说中的大爷队终于可以放下架
子，脚踏实地地踢球，鲁能的转
变人们有目共睹。

在拉练即将结束时，马加特
也放下了魔鬼教练的派头，在集
训的最后，并没有继续他疯狂的
训练方式，而是增加了很多有趣

的内容，劳逸结合。
周二球员回国之后，全队就

地放假，随后在周五集合，正式
备战下一场对阵长春亚泰的客
场比赛。

本次拉练，马加特也针对郑
铮、张弛等轻伤队员进行了恢复
性训练，估计等到4月份，这些球
员也都会获得上场机会。

4月成鲁能关键月

虽然开局打的不错，但毕竟
是两个主场，马加特的执教功力
还有待下面的比赛验证。4月份，
鲁能要打5场比赛，分别是长春
亚泰、上海上港、北京国安、重庆
力帆和上海申花，这几支队伍，
没有一支是弱旅。

尤其是前两场比赛，都是客
场。长春亚泰本身实力不俗，上
海上港就不用说了，投入巨大，
不管是在联赛还是在亚冠，都踢
出了顶级水平，强悍的攻击力让

人过目难忘。
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打北

京国安的比赛总是让人胆战心
惊，客战上海申花，恐怕也很难
全身而退。毕竟国安和申花不仅
实力凶狠，作风也更加凶狠。

唯一一场比较安定的比赛，
就是主场迎战重庆力帆。4月的5
场比赛，有4场都是不折不扣的
硬仗。如果4月份打不好，鲁能的
好头就白开了。

大雷：我们的目标是保级

今年鲁能球员在心态上有
了显著变化，没了以前的自负自
大，多了一点谦虚谨慎。

对阵恒大的比赛逆转取胜
之后，王大雷就掏心窝子地说：
我们踢得挺好，但是确实我们的
运气还不错。

看来马加特对球员的改造
不光是身体上的，也有心态上
的。毕竟现在中超金元足球盛
行，各大球队比着砸钱，传统豪
门山东鲁能本赛季的投入显得
如此寒酸。

大雷在赛后采访时还说，我
们今年的任务是保级。其实，这
并不是一句扮猪吃老虎的话，而
是鲁能球员有了更加豁达的心
态。有时候，越是心态放松，就越
能打出好成绩。

但分析来分析去，还得赛场
上见真招。鲁能到底是不是只有
开局烧了三把火，在4月份一切
都会有答案。

孙世林点赞无追罚
上轮联赛，申花在主场1比

1战平权健。比赛结束后，申花
球员也进入了假期，但孙世林
收到了中国足协的通知，要求
他必须前往北京参加听证会，
他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
和辩论，让纪委会相信他的行
为是积极的。

申花主场对阵权健，比赛
第87分钟，王晓龙左路突破左
脚传中，皮球打在王林的左臂
上，主裁判判给天津权健一粒
点球，帕托亲自操刀右脚大力
抽射，皮球竟然鬼使神差地高
出横梁，孙世林向前向帕托竖
起了大拇指。

对于孙世林这一动作，很
多人都提出了质疑，认为其缺
乏职业精神，甚至有许多声音
认为这样的行为比秦升的红牌
动作还要丑陋。不过，赛后孙世
林对于自己的动作解释是：赞
扬帕托公平竞赛的精神。

然而这次，足协态度非常
强硬，他们通知申花俱乐部，球
员必须参加这次会议，不得缺
席。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足
协纪律委员会和中超公司都派
代表参加了这次面谈。在面谈
中，孙世林对自己的行为进行
了解释。

此次面谈过程中，虽然孙
世林态度较为诚恳，但是足协
仍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告
诫在比赛中他不应该出现这样
的动作，此外，孙世林将不会受
到其他追加处罚。 新体

看了申花的比赛，写了一
副对联，上联“一生一世演绎
人生什么叫无耻”，下联“一踩
一赞告诉洋人怎么踢足球”，
横批“一文一武”。

——— 网友“消化烂情绪”

看了巴萨的比赛，才感受
到一支球队在绝对的逆境中
会爆发什么样的力量。国足需
要像巴萨一样，置之死地而后
生。不管怎样，我都支持和深
爱我的球队。

——— 网友“风铃晚钟”

中国球员的身价确实已
经进步了上百倍甚至上千倍，
只不过踢得越来越臭了而已。

——— 网友“骑猪跨长江”

中国足球圈一直在流传这

一个“自己的东西”，成了球员
接受采访时的万金油答法。但
是这个“自己的东西”到底是什
么？拼搏精神，我们真的不具
备。技术？别开玩笑了。速度？在
亚洲我们没有绝对的优势。战
术？我们有战术？所以从小到
大，我一直没明白这个“自己的
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 网友“门神”

新政之下
中超反而更难看

足协新政出台，原本是为
了限制外援，让国内球员有更
多机会。但实施下来却并非如
此，外援进球少了是没错，国
内球员表现却还是像以前一
样不尽如人意。

在进行了两轮中超之后，
所谓足协新政的效果也已初
现端倪。不过，这个征兆并不
是好的，而是坏的。

照理说，限制了外援出场
时间之后，国内球员应该有更
多的表现机会才是。但实际
上，由于外援上场时间受限，
土炮们的技术实力又不够，中
超前两轮的进球数比以前出
现了大幅度下滑。

之前，中超的单场次比赛
进球数，一直在2 . 8个左右，但
本赛季前两轮过去，单场进球
数只有2 . 06个，远远不如以前。
去年的比赛，单场进球数超过
3个的比赛，占了全部比赛的
一半左右，今年呢？只有25%。
去年联赛前两轮，总共只出现
了 3 场平局，今年的比赛，前
两轮就出现了 3 场 0 ：0 和 5
场 1:1，进攻效率大不如前，各
支队伍都趋向于保守。

2012 赛季以来的中超，本
土球员其实在进球数上都超
过了外援，2014 赛季，本土球
员进球数占了总进球数的
61 . 6% ，其他赛季也都在 50%
以上。但 2017 赛季 2 轮过去，
本土球员进球比只有 34 . 6%。

不仅是进球数和本土球
员进球比，包括场均射门数、
射正数、禁区内射门数等与进
攻相关的数据，本赛季都有所
下降。 新体

2017赛季，中超外援国脚在3
月国际比赛日前创下新高，从地
域上来看，中超的亚洲外援拥有
国脚比例最高：19名亚外有4位
韩国国脚，3位乌兹别克斯坦国
脚，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叙利亚
各有1位，占外援总数的一半。他
们当中，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

和叙利亚外援的国脚比例为
100%，澳大利亚最低，为25%，韩
国其次，为40%。

在新赛季亚洲外援出场时
间遭遇灭顶打压的背景下，10名
现役亚洲国脚就有张贤秀、克里
梅茨、萨利赫和帕蒂诺4位“零出
场”球员，能有如此大面积国脚

概率，已经非常难得。
但是非洲国脚在中超踢球

的比率很低。在中超踢球的 12
位非洲外援中，只有今冬刚从丹
麦加盟中超的非洲杯冠军前锋
巴松戈，如愿继续入围了喀麦隆
国家队名单，他也是中超的非洲
外援的国脚独苗。 新体

中超亚洲外援国脚比例最高

鲁鲁能能四四月月迎迎魔魔鬼鬼赛赛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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