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足盼在主场雪耻

对于已经无缘俄罗斯世界
杯的中国足球来说，这次U23亚
洲杯将成为新的一年里备受瞩
目的比赛，不仅仅是东道主身
份，还在于这是足协U23新规后
的第一次检验年轻人的比赛。

刚刚过去的东亚杯赛场，里
皮招入了6名U23球员组建国足
二队征战，最终球队只拿到了一
个第三名的成绩。不过 U23 球员
在三场比赛里的表现相当精彩，
所以到了 U23 亚洲杯赛场，大家
有理由期待他们的闪光。

然而，对于广大球迷来说，
在U23亚洲杯这块赛场，中国
U23 队却充满了悲伤的记忆，这
个在 2013 年改制，每两年举办一
次的亚洲年轻人赛事里，中国队
已经是 6 连败了，2014 年首届比
赛里小组赛 3 连败输给乌兹别
克(1 ：2)、沙特(1 ：2)、伊拉克(0 ：
1)，2016 年第二届小组赛还是 3
连败 1：3 输给卡塔尔和叙利亚、

2：3 输给伊朗队。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那是一

段非常难堪的痛苦记忆。不过这
一次，顶着中超U23新规后的第
一个大赛，而且是在国家队里皮
的助手领导下的国青队，到底能
有什么样的表现，万众瞩目。

新人喊出争冠口号

攻入两粒进球、门前表现出
色的小将韦世豪在刚刚过去的
东亚杯上大放异彩。近日，韦世
豪接受了亚足联的专访，韦世豪
信心满满地说中国队将举起U23
亚洲杯的冠军奖杯。此前，里皮
在接受采访时也曾经表示，中国
队有能力去跟亚洲的所有球队
争胜，换言之就是国足有实力在
比赛中拿下冠军。

在刚刚过去的东亚杯比赛，
里皮给予U23球员更多的机会，
打造了一支全新的队伍。在这6
名U23球员中，最为亮眼的当属
韦世豪，出场的3场比赛中打入
两球，这位横空出世的小将一下

成为时下最火的球员。这支队伍
中，已经在国足崭露头角的韦世
豪对此次亚洲杯信心满满：“对
于U23亚洲杯来说，我们是东道
主，所以我们希望赢得冠军。我
们中有六名球员入选了国家队，
我想我们都能表现的很出色，尤
其是在战斗精神方面。”

日本U21参赛盼夺冠

近日，日本足协宣布，日本
队将派出U21队参赛。当然，日本
队在亚洲以小打大，已经成为了
常态。但日本主帅森保一放话，
球队目标仍是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的
U23亚预赛，日本队就是以小打
大，当时，日本队和中国队交锋，
最终，U22国足击败了U20日本
队。那场比赛，韦世豪大放异彩，
他除了打进首开纪录的进球，还
助攻邓涵文破门，最终中国队2：
1获胜，2胜1平拿到小组头名，日
本2胜1负积6分排名第2。

U23国足若想进决赛夺冠有

几道关口要闯：小组出线后淘汰
赛的对手是B组日本、朝鲜、泰国
和巴勒斯坦队的获胜者，B 组前
两名多半是日朝两队。而 C 组和
D 组出线队多半是伊拉克、沙特
和韩国、叙利亚，个个都是中国
足球的苦主，U23 国足的夺冠目
标只能一场一场的去拼。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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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冬窗再无大牌
外援投资倒退 5 年

恒大排名 5 年新低
新赛季将继续下滑

第二阶段拉练开始

鲁能定两场热身赛

2018 年 1 月 4 日晚山东鲁
能在基地集结，1 月 7 日将前
往广州进行拉练，大约 20 天。
之后全队赶赴迪拜继续拉练，
为期半月，期间初步敲定 2 月
10 日与瑞超赫根队进行一场
热身赛。等到除夕前两天放假，
返回国内。

同时，最新来自韩国方面
的消息显示，K 联赛球队仁川
联将于 2 月 20 日到 24 日在山
东集训拉练，期间会与山东鲁
能进行一场热身赛。从时间来
看，这场比赛可能安排在 2 月
23 日进行，极有可能成为鲁能
新赛季在大球场的垫场赛。仁
川联上赛季在 K 联赛排名一
般，最终保级成功。

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大约在
3 月 2 日正式拉开序幕，与仁
川联队的比赛结束后，大约 10
天的时间，鲁能就要迎来中超
首战，新赛季序幕正式拉开，对
于鲁能而言，新赛季的联赛开
局十分重要。 综合

中超休赛期
重要转会一览

戴琳离队传闻？一切以官宣为准

新的一年到来，对于鲁能泰
山来说，暂时没有新年官宣，更
多还是传言，这次焦点还是戴
琳。有人又拿出戴琳的社交网络
说事，有些滑稽和搞笑。从现在
的情况看，天津媒体爆料权健想
买戴琳，但鲁能卖不卖，戴琳走

不走，可不是权健说了算。
在上赛季，就曾有传闻说权

健打包求购杨旭和戴琳，当时戴
琳就明确回应纯属谣言，微博认
证“前鲁能球员”也是因为账号
被盗所致。如今，传出戴琳和权
健的绯闻，这并不奇怪，毕竟如
今国内转会市场，实力出色的本
土中卫并不好找，权健想在亚冠
赛场有好的表现，自然会想引进
戴琳这样的高水平中卫。但关键
有三个。第一，鲁能刚和戴琳续
约，戴琳又是后防线的主力，至
少现在的消息显示，鲁能没有让
戴琳离开的意向。第二，戴琳在
鲁能位置稳定，也没有消息显
示，他想走。第三，权健想买人，
瞄准的不只是戴琳。

或许有人会把高准翼回归

与戴琳的传闻联系在一起，这多
少有些合理想象的成分。鲁能回
购高准翼，这是事实，而且的确
在操作，高准翼回归的可能很
大。但高准翼回归与戴琳去留并
无直接关系，要知道高准翼并不
只是可以胜任中卫，还可以踢后
腰，更何况他是鲁能的未来储
备。从现在的情况看，天津媒体
的报道提到球迷爆料和微博事
件，大家也可以自己有个判断。

每到转会期，流言蜚语总是
很多，球迷关心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一切要以官宣为准。如今，
即便是跟队训练，都不能确保加
盟，只有办完了所有手续，才能
真正算是尘埃落定。所以，面对
诸如戴琳转会这样的传闻，没必
要过多解读。 综合

近日著名足球数据网站
《 footballdatabase》更新了俱乐
部排名。中超球队恒大的世界
排名位列第 124 位，亚洲排名
跌至第 7 ，创造近 5 年来的新
低。其余中超球队，由于没有比
赛，升降幅度不大。

其他中超球队的亚洲排名
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上港继续
以 1504 分排在亚洲第 19 位。
鲁能的亚洲排名位列第 42 位，
国安则排在第 45 位，两队出现
了 1-2 个名次的下滑。富力和
苏宁的亚洲排名没有变化，继
续排在亚洲第 62 和第 63 位，
河北华夏的名次提升 1 位，从
第 68 位升至第 67 位。权健排
在第 77 位，申花位列第 85 位，
亚泰排在第 96 位，本期进入亚
洲 TOP100 的中超球队依旧为
10 支。 综合

2017 年冬窗中超的限制
外援新政出台较晚，因此没有
阻止奥斯卡、特维斯等这样的
千万欧元以上级大牌外援加
盟。但夏季足协全面推行 4500
万人民币的转会费上限后，直
接将中超夏市的引援从此前
的 5500 万欧元(浩克)缩水 10
倍，下降到了限额内的 580 万
欧元。

今年冬市，天价调节费的
威力同样足够凶猛，以至于距
离中超球队冬训开始的时日
无多，16 支球队却没有任何新
的大牌外援官宣。

从 2017 年 11 月中超落幕
至今，留给中超引援谈判的时
间和空间充足，尽管同样有不
少传闻，可并没有任何成事的
迹象。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因为
中超外援限令，今冬中超在外
援上的投资肯定会倒退至少 3
年，甚至可能像去年二次转会
一样，倒退 5 年以上。 综合

球队 引援 离队

恒大
唐诗、

杨立瑜、邓涵文

刘健、

穆里奇

上港
胡靖航

(租借回归)
卡瓦略

权健 杨旭(租借回归)

华夏 冯刚(租借回归)
阿洛

伊西奥

富力
蔡浩建、郑智铭、

陈雅俊

曾超、

吉安努

鲁能
陈科睿、

姚均晟等回归
尤西雷

恒丰
赵和靖、

耶拉维奇

国安
胡延强、

刘欢、池忠国

唐诗、

赵和靖

人和 刘健
邓涵文、

耶拉维奇

2018中国足球冬季转会窗
从1月1日开始到2月28日结束。
由于足协设置了引援调节费，
可以预计2018年的中国足球冬
窗不会再像2017年那样疯狂。

2018赛季中超全年外援注
册人数从7人次减少至6人次，
冬季转会窗口为4人次，夏季
转会窗口为2人次，外援仍保
持最多出场3人次。

2018年的首日，广州恒大就
确定了亚冠小组赛的最后一个
对手。大阪樱花在日本天皇杯决
赛中击败横滨水手，继 2014 年
亚冠联赛后与恒大再次相遇。

自2012赛季参加亚冠以来，
日本球队无疑是恒大最为喜欢
的对手，没有之一。截止到2017
赛季1/8决赛淘汰鹿岛鹿角，恒
大一共与日本球队交手23次，取

得了11胜7平5负的战绩，打进41
球的同时只丢掉22球。如果以积
分计算，恒大在日本球队身上拿
到了40分，场均接近2分。

实际上，在上港2017赛季半
决赛被浦和淘汰之前，中国球队
对阵日本球队保持着压倒性的
优势，包括淘汰赛阶段从未被日
本球队斩落马下。但上港改写了
历史，而2018赛季，中日球队之间

的大PK，恒大、申花，包括需要通
过附加赛考验的上港和权健，一
旦进入小组赛，“复仇日本球队”
将成为头号主题。

不过目前，中超球队对阵日
本球队仍然占据上风，97场对决
拿到38胜26平33负的成绩，相比
于PK韩国球队96战只取得24胜
28 平 44 负的成绩，日本球队还
是中超的“宠儿”。 综合

亚冠对手确定 恒大再遇大阪樱花

里皮全程“督军”U23 亚洲杯

U23 新政迎来首次“大考”

A：中国、卡塔尔、乌兹、阿曼
B：日本、朝鲜、泰国、巴勒斯坦
C：伊拉克、约旦、沙特、马来西亚
D：韩国、澳大利亚、叙利亚、越南

中国队小组赛：
第一轮：1 月 9 日 16：00

中国 vs 阿曼
常州奥体中心

第二轮：1月12日16：00
中国 vs 乌兹别克斯坦
常州奥体中心

第三轮：1 月 15 日 16：00
中国 vs 卡塔尔
常州奥体中心

2018年1月9日至27日，U23
亚洲杯将在江苏常州举行。届
时主教练马达洛尼将带领U23
国足在主场征战，而刚在迪拜
环球足球颁奖典礼中荣获“教
练职业生涯奖”的国足主教练
里皮将会全程观看U23国足的
比赛。在中国足协施行U23新政
1年后，U23亚洲杯将会是这项
政策面临的第一次“大型考
试”。届时 U23 球员的场上表现
将会备受关注。

2018年U23亚洲杯分组

邓邓涵涵文文（（左左））、、韦韦世世豪豪（（中中））、、刘刘奕奕鸣鸣（（右右））等等 UU2233 球球员员的的表表现现值值得得期期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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