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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未来

里皮为国足“换血”

在刚公布的23名球员大名单
当中，来自天津亿利的杨立瑜以
及广州恒大的郑龙、张文钊都是
首次被里皮征调到国家队。而杨
立瑜连同其他5位U22适龄球员
韦世豪、高准翼、何超、刘奕鸣、
邓涵文入选，也都符合里皮“改
造球队、考查年轻球员”的目标。
老帅征调他们实际也是为配合
U22国足备战明年1月进行的U23
亚洲杯赛。

据悉，一个多月前，本着国
家队亟须新老交替的事实，结合
2017年东亚杯、2018年U23亚锦赛
和2019年亚洲杯的日程安排，里

皮团队就已经秘密制定了一份50
人的“后备军新人名单”(以1995-
1998年龄段为主)。

在这份大名单中，这6名U22
小将的能力和发展前景已经得
到了里皮团队的认可，何超、高
准翼、邓涵文此前就随队征战12
强赛，杨立瑜、韦世豪也曾参加
了国足二队的集训。几人都在各
自俱乐部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机
会，像何超、刘奕鸣等人已经是
俱乐部的绝对主力球员。此外，
他们也是U22国青队的主力框
架，东亚杯的历练也能为明年初
的U23亚锦赛备战比赛积累经
验。可以看出，里皮团队正在筹
划着国家队、U22国青队以及97
年龄段国奥队的连环搭建。

不止练兵

国足东征有“想法”

不过，中国队此次东征的目
的并不止于练兵。从半数以上球
员拥有12强赛征战经历来看，里
皮还是希望国足能在日本之行
期间有所作为。

据悉，里皮之所以征调在俱
乐部主力位置不稳的郑龙、张文
钊以及刚刚伤愈不久的于大宝，
也是基于对几人突破能力、把握
战机能力突出的信任。在郑智、
黄博文两位主力后腰双双缺阵
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吴曦或赵
旭日与在本月热身赛中有惊艳
发挥的赵宇豪相互搭配就显得
非常必要。

其他位置上，门将颜骏凌，
后卫张琳芃、郑铮、姜至鹏，攻击
线上的肖智、尹鸿博都是里皮信
赖的球员。有他们助阵，中国队
依然有希望争取胜利，从而获得
有益于球队大赛分组抽签的国
际排名积分。

本次东亚杯，日、韩两队都
没有征调在欧洲联赛效力的主
力球员，而是派出本国联赛阵容
出战。中国队此番东征是以日、
韩“二队”作参照练兵，从而为明
年球队的重建打好基础。

根据计划，国足将于 12 月 1
日起在深圳集中，随后于 6 日启
程前往东京。他们将于 12 月 9 日
迎来东亚四强赛第一个对手韩
国队。 综合

为了备战2017年
日本东京东亚杯(俗称

“东亚四强赛”)决赛阶
段的比赛，中国男足重
新集结。27日上午，里
皮宣布了他的最新选
择名单。让人吃惊的
是，这份名单里没有郑
智，没有郜林，甚至连
武磊也不在其中，里皮
此举应该是着眼未来，
考察新人。

不过考虑到名单
中半数以上球员拥有
12强赛征战经历，本次
东亚杯国足的目的并
非局限于锻炼新人。

2019年亚洲杯
24支球队参赛

亚足联官网近日宣布，
2019 年亚洲杯的举办时间
定在 2 0 1 9 年 1 月 5 日至
2019 年 2 月 1 日。抽签仪式
将于 2 0 1 8 年 4 月 2 7 日进
行，参赛球队首次扩展到 24
支，东道主阿联酋自动成为
种子球队。

根据规则，除了东道主
阿联酋之外，亚洲前五名将
作为种子球队。在最新一期
国际足联排名中，中国队刚
好排在亚洲第五。想保持前
五名，接下来的东亚四强赛
和明年的中国杯，中国队的
表现将非常关键。因此，里
皮率领的国足在接下来的
东亚四强赛除去练兵以外
还要为国足在亚足联的排
名争取胜利。 网易

中国足协表示
U20项目终止

中国足协近日通过官
网宣布，由于中国男足U20
选拔队在德国比赛期间受
到“藏独”分子干扰，且德国
足协表示无法控制此类事
件发生，中国足协决定中断
U20项目合作，球队也于昨
天回到国内。

中国足协同德国足协
U20项目的参与者之一、前
中国国家队主教练施拉普
纳日前表示，该项目的暂停
会导致德中足球援助项目
彻底终止。

据悉，德国足协正在努
力遏制项目终止后的损失，
这将影响到中德足球“广泛
合作协议”，该合作让德国
俱乐部和相关企业顺利进
入拥有5亿球迷的中国大市
场。在项目暂停后，德国很
可能被英国或意大利代替。

综合

U23 亚锦赛名单
张玉宁等人领衔

11 月 29 日上午，中国
足协公布了中国 U22 国家
队参加 2018 年亚足联 U23
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的集
训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 28 名球
员，由效力于德甲的张玉宁
领衔，中超 U23 最佳球员黄
政宇和最佳新人胡靖航在
列，随国足征战东亚杯的高
准翼、杨立瑜、何超、刘奕
鸣、邓涵文也都在名单行
列。此外，中国足协还公布
了一份 22 人的替补名单。

本次 28 人集训名单基
本囊括了国内最优秀的 U23
球员，张玉宁归队让球队在
锋线上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上港是入选球员最多的俱
乐部，共有 3 人，国安、泰
达、鲁能、权健、一方 5 家俱
乐部各有 2 人入选。

亚足联 U23 锦标赛决
赛阶段比赛，将于明年 1 月
9 日至 27 日在江苏 4 座城
市常州、江阴、常熟、昆山进
行。中国队与阿曼、乌兹别
克斯坦、卡塔尔同分在 A
组，比赛时间为 1 月 9 日、12
日、15 日，中国队 3 场小组
赛全部在常州进行。 综合

砸30亿换不来冠军
上港比恒大差在哪？

2017 赛季上港在引援上
全部集中在外援身上，或许他
们坚信，中超只要有外援就可
以。6000 万欧元引进奥斯卡、
5580 万欧元引进胡尔克、700
万欧元引进艾哈迈多夫……

在教练方面，上港整个赛
季的投入大概在 1700 万欧元
左右。上港在外教和外援上的
投入就达到了将近 3 亿欧元，
也就是将近 24 亿人民币。国
内球员和教练的年薪投入也
达到了 2-3 亿的级别。再加上
赛季奖金和其他开支，上港
2017 赛季的投入接近 30 亿。

上港很有钱，但要拿冠军
却不容易，他们一直在模仿恒
大，但如果只是简单粗暴的从
投入上超越恒大，恐怕冠军距
离上港始终很遥远。

今年上港在管理上出现
严重问题，主教练博阿斯停赛
的场数几乎与指挥比赛的场
数相同。埃尔克森在无法参加
比赛的情况后，屡屡公开挑衅
主帅权威。

在足协杯决赛中，就连
U23 小将韦世豪在最后时刻
都不顾球队利益，挑衅对手导
致时间流逝。如果上港始终不
能意识到这些问题，那么他们
要夺冠也是困难重重。

金钱，对于中超而言的确
非常重要，但要想拿到冠军，
仅仅有金钱远远不够。 网易

2018 亚冠联赛抽签仪式将于 12 月 6 日进行

广州恒大或遇“上上签”

国国足足征征战战东东亚亚杯杯，，66名名UU2222小小将将入入选选

里里皮皮练练兵兵赢赢球球““一一手手抓抓””
国足23人大名单：
江苏苏宁：吴曦
长春亚秦：何超
天津泰达：杨立瑜
辽宁宏运：石笑天
北京人和：邓涵文
北京国安：于大宝
山东鲁能：王大雷、郑铮
广州富力：姜至鹏、肖智
天津权健：赵旭日、刘奕鸣
河北华夏：尹鸿博、赵宇豪、
高准翼
上海上港：颜骏凌、贺惯、傅
欢、韦世豪
广州恒大：张琳芃、李学鹏、
郑龙、张文钊

随着上海申花
夺得足协杯冠军，参
加下赛季亚冠联赛
的四支中超球队已
经确定，分别是广州
恒大 (正赛)、上海申
花 (正赛)、上海上港
(附加赛)和天津权健
(附加赛)。北京时间
12月6日，2018年亚冠
联赛小组赛分组抽
签仪式将于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的亚
足联总部进行。

权健或遇申花“苦主”

根据亚足联规则，缅甸联赛
冠军掸邦联和菲律宾联赛冠军
(待定)参加第一轮资格赛，其中
的胜者将与泰国杯赛冠军清莱联
在第二轮资格赛相遇；胜出的球
队将会参加第三轮资格赛，届时
会奔赴客场面对实力强大的上海
上港。

相比上港，天津权健第三轮
资格赛的对手则会更加强大。第
一轮资格赛印尼联赛亚军巴厘联
对阵新加波联赛亚军淡滨尼流浪
者，胜者将参加第二轮资格赛挑
战澳超季军布里斯班狮吼，最终
的胜者将会奔赴客场对阵天津权
健。以布里斯班狮吼的实力来看，

晋级第三轮并非难事。值得一提
的是，上海申花在今年的亚冠第
三轮资格赛主场 0 ：2 不敌布里
斯班狮吼。

抽签仅有两种“可能”

按照 2018 亚冠联赛小组赛
抽签规则，日韩两国的第一顺位
球队将会通过抽签决定谁处在
E1 位置。而其他球队将会根据日
韩两国第一顺位球队的落位而最
终确定签位。因此本次“抽”签其
实只有两种“可能”性。

假设上港和权健最终都进入
了正赛，那么恒大、申花、上港和
权健分别成为第一至第四顺位的
球队。也就是说中超四支球队的
签位已经确定，即广州恒大 G1、

上海申花 H2、天津权健 E3、上海
上港 F4。

广州恒大作为中超第一顺位
球队，将会在 G 组中面对日本第
二顺位球队、韩国第三顺位球队
以及泰国联赛冠军，或者是面对
韩国第二顺位球队、日本第三顺
位球队以及香港联赛冠军杰志。

目前日本 J 联赛以及天皇杯
均未决出最终名次，韩国第二顺
位球队则从韩国杯冠军球队中产
生。韩国杯最终冠军将从蔚山现
代以及二级联赛球队釜山偶像两
者之间产生。因此广州恒大很有
可能在分组中面对蔚山现代/釜
山偶像、J 联赛亚军以及香港杰
志，这样的分组对恒大来说无疑
是一个“上上签”。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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