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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1年龄段球员

能否成为大梁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
赛将于2019年正式开始，参考这
次备战乌兹和卡塔尔的23人名
单中，届时将有15人已达30岁以
上，而最大的郑智已经39岁了。
包括于汉超、蒿俊闵等1985年龄
段的球员，想要进行完一个完整
的世预赛周期都是不太现实的。

因此，届时冲击 2022 世界
杯的领导者，将主要以张琳芃、
武磊、张稀哲为主的 1989-1991
年龄段球员构成，而球队的主力
军将更多的是 1993-1997 年龄段
球员。当中国近年来最辉煌的
1985一代即将正式逐渐退出舞
台后，而1989-1991年龄段目前除
了张琳芃、武磊、颜骏凌、张稀哲
之外，尚没有完全能够立足国家
队的人员。

事实上，1991年龄段中也曾
有过胡人天、石柯、雷腾龙、金敬
道、彭欣力等不错的球员，但是
相比亚洲范围内的同年龄段球
员，他们也缺乏一定的竞争力。

随着各自的发展轨迹，他们
也逐渐远离国家队。不过，冲击
2022时，他们也都将是竞争国家
队主力的适龄人选，如果能在俱
乐部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或许也
能够再入国家队教练组的法眼。

而武磊作为1991届的代表
球员，也是中国队的主力前锋。
在2016年还获得了亚洲足球先
生提名，这是近年来，中国球员
在亚洲舞台上到达的最高的高
度。届时，他将是冲击2022的关
键人选，武磊能否不负众望，扛
起中国国家队的大旗？而随着队
长郑智、冯潇霆退役之后，这些
关键的位置上，谁能够顶上？

1993-1997年龄段球员

洲际大赛无竞争力

虽然冲击2022的领导者将
主要为1989-1991届，但由于1991
年的人才较少，1993-1997届的球
员才应该是冲击2022世界杯的
主力。而且一旦冲进世界杯，
2022参赛的更多应该还是1995、
1997年龄段的球员。

但是，在近几届的亚洲青年
比赛中，尤其是1993年龄段球
员，几乎各项比赛都是惨败。在
这其中，相反是人员较为匮乏的
1995年龄段球员，在2016年U19缅
甸亚青赛上先后战胜日本、平韩
国，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线，距
离世青赛仅一步之遥。当我们还
在纠结中国队能否战胜日韩之
时，事实上，中国队甚至东亚球
队，也都在不断被东南亚、西亚
球队赶超。

比如作为2022世界杯的东

道主卡塔尔队，早在2011年就已
经开始针对该年世界杯进行备
战。1995年龄段球员整体留洋等
一系列的措施，也让他们在2014
缅甸亚青赛上以冠军的身份进
入了世青赛。而毫不起眼的越南
1997队，则在去年的巴林亚青赛
中闯进4强，完成了世青赛的梦
想。相比而言，中国队1993-1997
年龄段的球员，在亚洲范围内的
竞争力都是极小的。

在此之前，里皮就表示，现

在更多的是要为中国国家队储
备后备力量，而他也很有可能继
续带领中国队征战2019年亚洲
杯，为冲击世界杯打下坚实的基
础。在今年年初的中国杯赛事
上，里皮就本着绸缪未来的原
则，招入了很多在中超联赛中表
现突出的球员进行考察。在里皮
教练组的国家二队中更多是
1993-1995 年龄段的球员，目的
就是让他们适应国家队的节奏，
以备不时之需。 《体坛周报》

比 U23 政策还猛
足协再出新决策

近日，中国足协接连做出
三大重磅决策，其目的主要就
是改革青训。

第一，按照足协领导班子
的设计，原有的青少部被拆
分，划归到新成立的男足精英
青训部。

第二，未来几年，中国足
协将分别建立三大青训基地，
一个巴西基地，一个德国基
地，还有一个西班牙基地。

第三，聘请国内外青训总
监来设计中国足球的青训系
统，外籍青训专家由亨利的恩
师达米亚诺担任，国内青训总
监则由前国家队助理教练李
树斌担纲。

以上三个切实可行的方
案，毫无疑问比年初中国足协
制定的无厘头的 U23 新政更
靠谱，也更有前瞻性，而且也
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综合

韩国足协曝丑闻
11 人涉嫌挪用公款

刚涉险夺得 2018 年世界
杯入场券的韩国足球，又有新
的动荡发生。9 月 14 日，据韩
国首尔警察厅职能犯罪科调
查组透露，针对前韩国足协主
席赵重衍、副主席李会泽等
12 名前、现任足协职员的渎
职嫌疑进行调查，同时采取不
拘留立案措施。

据了解，在这 12 名接受
调查的前、现任韩国足协职员
当中，11 人因为涉嫌挪用公
款，被称为“渎职嫌疑”。至于
另一人，即现任韩国足协职员
李某 ( 3 9 岁 )，属于“诈骗嫌
疑”。韩国媒体曝光称，李某在
2008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
对外隐瞒同夫人离婚的事实，
每月仍向韩国足协领取 15 万
的家庭补贴，属于不当领取的
诈骗行为，因此被立案调查。

腾讯

东京奥运会
亚洲男足 4 席

国际足联公布了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足球项目的各大
洲名额分配。除东道主日本
外，男足方面亚洲还有 3 个席
位，女足还有 2 个席位。也就
是说，加上东道主日本，代表
亚洲出战的男足共有4支球
队，女足共有3支球队。

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
男足比赛的共有 16 支球队，
名额分配为：东道主日本，欧
洲 4 个名额，非洲、亚洲各 3
个名额，南美、中北美及加勒
比海地区各 2 个名额，大洋洲
1 个名额。

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男
足名额分配相比，其实没有
任何变化，只是东道主由巴
西换成了日本。从 2016 年南
美有 3 队参赛，变为 2022 年
亚洲有 4 队参赛。除日本外，
其他亚洲球队将争夺 3 个出
线名额。对于亚洲和中国国
奥队来说，日本作为东道主
自动晋级，相当于亚洲区多
了一个参赛名额。

综合

随着国足无缘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中国足球进入
下一个四年周期，为 2019 年的亚洲杯和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而
做准备。里皮虽然很好地完成了12强赛的任务，但面对未来的
2019年亚洲杯乃至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其任务将更艰巨，因为
中国足球的青黄不接局面将会越发严重。

中日韩三国球员对比 国内小将难立足欧洲
虽然中国1995-1997年龄段

球员是近些年来留洋数量较多
的一批球员，其中也不乏许多欧
洲豪门俱乐部，如曾效力过荷甲
阿贾克斯的王成快、法甲里昂的
张修维、法甲圣埃蒂安的向柏
旭、西甲马竞的徐新、葡超博阿
维斯塔的韦世豪、J2联赛的高准
翼……但是除了高准翼之外，其
余的球员均难有在一线队出场
的机会。

如今大部分1995年龄段之前
的球员均基本回国，还在国外留
守的大多都是效力的欧洲第三、
第四级别的联赛。目前，在海外
留洋的球员中，张玉宁和胡睿宝
的级别较高，但是他们都均难以

获得机会。而林良铭也从皇家马
德里B队租借至西丙阿尔梅里亚
B队寻找机会。

反观日韩，日本不仅在国内
有坂井大将这样的突出人才，以
队长身份率领1997国青队进入世
青赛，海外也有堂安律、浅野拓
磨能够在欧洲立足的球员。而韩
国的黄喜灿、白胜浩也是非常有
竞争力的球员。

在 1993-1997 年龄段中，本
被外界报以最大期待的张玉宁，
在荷甲联赛中尚无太多机会，而
今在云达不莱梅更是成了奢望。
张玉宁是否能够承担起中国足
球的未来？应该还是要先取决于
他能否在欧洲立足。 综合

1993年龄段

日本：奥运会小组赛；U19亚青赛8
强；U23亚青赛冠军
韩国：奥运会8强；U19亚青赛冠
军；U20世青赛8强；U23亚青赛第
二名
中国：奥运会未出线；U19亚青赛
未出线；U23亚青赛未出线
2012阿联酋亚青赛四强为：韩国、
伊拉克、乌兹别克、澳大利亚

1995年龄段

日本：U19亚青赛8强；U23亚青赛
预赛小组第二
韩国：U19亚青赛小组赛未出线；
U23亚青赛预赛小组第一

中国：U19亚青赛8强；U23亚青赛
预赛小组第一
2014缅甸U19亚青赛四强为：卡塔
尔、缅甸、朝鲜、乌兹别克

1997年龄段

日本：U19亚青赛冠军；U20世青
赛16强
韩国：U19亚青赛小组未出线；东
道主身份U20世青赛16强
中国：U19亚青赛小组未出线
2016巴林U19亚青赛四强为：日
本、沙特、伊朗、越南
备注：

此统计分别为当时中日韩三
国的 93 、95 以及 97 各年龄段青
年队的参加大赛成绩。

中日韩三国93、95及97年龄段大赛成绩

国国足足年年龄龄断断档档 被被日日韩韩甩甩NN条条街街

谁谁来来冲冲击击22002222世世界界杯杯？？

世界杯 成绩 主教练 出线情况

2002年 12胜1平1负 米卢 晋级世界杯

2006年 5胜0平1负 阿里·汉 止步外围赛

2010年 3胜3平2负 杜伊、福拉多 止步外围赛

2014年 3胜0平3负 高洪波 止步外围赛

2018年 3胜3平4负 高洪波、里皮 十二强赛

中国男足历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成绩

本期23人名单在2019年世预赛和亚洲杯开始时的年龄：
曾诚(32)、王大雷(30)、颜骏凌(28)；冯潇霆(34)、任航(30)、

李学鹏(31)、张琳芃(30)、李磊(27)、姜至鹏(30)、傅欢(26)、高准
翼(24)、邓涵文(24)；郑智(39)、赵旭日(34)、于汉超(32)、蒿俊闵
(32)、王永珀(32)、张稀哲(28)、何超(24)、尹鸿博(30)；郜林(33)、
肖智(34)、武磊(28)

中日韩三国1993-1997留洋重点球员

日本球员 年龄段 效力球队 出场情况

久保裕也 1993 比甲根特 主力

浅野拓磨 1994 斯图加特 主力

关根贵大 1995 因戈尔施塔特 主力

南野拓实 1995 萨尔茨堡红牛 主力

堂安律 1998 荷甲格罗宁根 轮换

韩国球员 年龄段 效力球队 出场情况

权昶勋 1994 第戎 主力

黄喜灿 1996 萨尔茨堡红牛 主力

李晟佑 1998 维罗纳 刚刚转会

白胜浩 1997 赫罗纳 刚刚转会

中国球员 年龄段 球队 出场情况

张玉宁 1997 云达不莱梅 未出场

林良铭 1997 阿尔梅里亚B队 1场比赛

胡睿宝 1996 达姆施塔特 未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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