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 月 3 日 星期四4 运动主编/谷 苗

再过四五年，我们将看到成效
从一线主帅转职上海足协主席，专注于社会足球和青训发展的朱广沪认为———

无论是当年执教中超冠军深圳队

还是中国国家队时，要找到朱广沪并不

难，他不是在训练场边，就是在宿舍里

一遍遍观看比赛视频。 但如今，想要在

上海市足球协会的办公室里“抓”住他，

可不容易。 自担任上海市足协主席之

后，原本很“宅”的朱广沪便一直处于马

不停蹄的状态之中。从一片青训球场走

向另一片，从一项社会业余赛事走向另

一项，有时为了参加一项活动，要在路

上耗费整整三四个小时。

“只要我在上海，与业余赛事、足球

青训有关的活动我一定到场。 ”朱广沪

说，上海市足协的目标是让足球的触角

深入社会方方面面，“让大家喜欢上足

球，首先得让大家了解足球，你都不知

道足球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可能喜欢？”

1980 年，31 岁的朱广沪从球员转

为教练，第一个岗位便是去上海少年队

带孩子，如今青训仍是他工作中最重要

的部分之一。 比如，他已开始组建上海

青训球探网络，安排有经验的老球员去

小学甚至幼儿园寻找有天赋的孩子 ，

“中国一定有很多好的足球苗子， 我们

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找出来。 ”朱广沪

说，中国足球的崛起其实并不像很多人

预估的那样悲观，“或许再过四五年就

能看到过去多年努力的成效，出现一批

有发展潜力的球员。 ”

05后小球员潜质显著提高

朱广沪所说的这批有潜力的球员

出生于 2005 年之后， 他们开始接触足

球大多在 2012 年中国大力开展足球青

训之后。特别是 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

发展总体方案》公布后，更多专业人士

与国际足球团队参与到青训工作中，让

青训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2001 年龄段国字号队伍组队的

时候我去了，2005/06 年龄段组队时我

也去了， 我觉得 2005 年之后出生的小

球员的整体质量，以及对足球比赛的认

识，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与之前的那

些孩子相比确实好了很多。 ”朱广沪透

露，通过刚落幕不久的上海市运会以及

上海足协精英队联赛，他甚至发现有几

位孩子具备了成为国际水平球员的潜

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一批

老专家在对他们的表现跟踪观察了相

当长一段时间之后达成的共识。 ”朱广

沪所说的这些专家正是刘庆泉、 张中

威、顾兆年等名宿，如今他们都已投身

上海足球青训工作。

朱广沪认为，随着中国足球对青训

的重视程度大大提升，未来走进足球场

的孩子们会越来越多，如何从更庞大的

群体中找出尽可能多优秀苗子，就涉及

到专业的球探体系。 在 2018 年中国职

业联赛总结大会上，足协党委书记杜兆

才就提出要完善中国足球的球探系统。

而对于这一方面，朱广沪早有自己的想

法。“现在上海有一大批曾在专业队、职

业队或体校踢过球的人， 年龄在 45 岁

到 60 岁之间，他们很喜欢足球，但苦于

没有用武之地。如果将他们的力量发动

起来，让他们深入到各个地方去，就能

逐渐建立球探网络的雏形。 ”朱广沪表

示，上海足协近两年与法兰克福、多特

蒙德和拜仁慕尼黑等国外俱乐部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而大家聊得最多的就

是球探系统和社会足球，“我已和不少

适合做球探的人交流过，大家都表达出

了强烈的参与意愿， 并完全不计报酬。

虽说足协有一定的补贴，但他们的这种

表态让我非常感动。 ”

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正在改善

在朱广沪看来，中国足球应按足球

发展规律稳步推进，首先需要摒弃的就

是急功近利。 “打个比方，我们在 2018

年做的工作， 不能奢望在 2019 年就看

到成效，我们的着眼点起码应在五年之

后。搞社会足球、草根足球和青训，本来

就应有一个科学长远的规划。 ”朱广沪

表示，经过多年努力之后，中国足球大

环境的改善已经让普通人的想法产生

了变化，“和几年前相比，现在有更多的

家长愿意支持孩子踢球，因为他们正在

慢慢理解，练足球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

成为职业球员赚大钱。 足球即生活。 足

球可以帮助孩子打造强健的体魄，塑造

完善的人格，足球更多是教育的平台。”

观念发生变化的并不只有家长们，

就连现役职业球员们也已将眼光放得

更加长远。 2018 赛季中超结束后，应申

花、 上港部分现役球员的强烈要求，上

海市足协专门为他们举办了 C 级教练

员培训班。 “愿意花两周时间来专心学

习而不是去度假，证明这些球员已经开

始考虑未来的规划。”朱广沪透露，2018

年上海市足协在教练培训方面的工作

量是往年的三倍，“支持的家长越来越

多，接触足球的孩子越来越多，拥有资

质的优秀教练也越来越多， 水大鱼大，

青训水准自然就能提高。 ”

曾经率领职业队获得中超联赛冠

军， 也曾率领国家队征战国际赛场，如

今转身成为上海足球管理者的朱广沪

正潜心推动社会足球和青训事业，他说

自己未来的目标就是让足球运动覆盖

到社会的各个行业与领域，让足球成为

更多人的生活方式，“我始终坚信中国

足球一定能搞好，上海也一定能出好的

人才。 只要方法对，曙光就在前方。 ”

高龄国足能否交出满意答卷
亚洲杯足球赛后天开幕，中国队将于7日首战吉尔吉斯斯坦

北京时间 1 月 5 日 24 时， 第 17

届亚洲杯足球赛将在阿联酋首都阿布

扎比正式拉开帷幕。 里皮率领的中国

队将在 1 月 7 日迎来小组赛首战，对

手是中亚队伍吉尔吉斯斯坦。

亚洲杯参赛队中平均年龄最大，

过去一年热身赛战绩糟糕， 外加备战

期内不断出现伤病情况， 无疑给中国

男足的亚洲杯之旅蒙上了一层厚重的

阴影。 虽然正在进行最后备战的队员

们在面对媒体时都表现出了充足自

信， 但中国男足与亚洲一流强队之间

所存在的差距却不会因此而缩短。 赢

得小组出线， 而后力争通过第一轮淘

汰赛闯入八强， 对于里皮所率领的中

国队，或许这是一个更现实的目标。

“老迈阵容”是一把双刃剑

与约旦的一场热身赛， 让国足教

练组惊出一身冷汗， 主力中卫石柯在

一次跑动后出现拉伤迹象， 而后立即

被换下场。 好在这次意外最终只是虚

惊一场，石柯也已经开始了慢跑训练，

要不然国足在备战亚洲杯期间产生的

一长串伤病名单中又将多加上一个人

的名字。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次伤病的

“警示”， 从卡塔尔多哈来到阿布扎比

的国足获得了一天的休息， 让队员们

紧绷的身心稍作放松。

平均年龄超过 29 岁，多达九名球

员年过 30 岁 （计算日期为亚洲杯期

间），对于刚刚结束了一个紧张赛季的

“高龄”球员而言，没有足够的休整，大

大增加了受伤的可能。 但既然里皮作

出了如此选择， 就必须面对随之而来

的伤病难题。 1 月 1 日，郑智和王大雷

便因伤没能出现在训练场上。

一年前的东亚四强赛， 里皮带了

六名 U23 球员前往日本，并明确表示

将开始国足的更新换代。 时光匆匆流

逝，如今的国足却与“年轻化”毫无关

联。 对于很可能在亚洲杯后卸任的里

皮来说， 在阿联酋亚洲杯上取得尽可

能好的成绩成了他的唯一目标， 正是

基于这一出发点， 里皮执着地带上了

一批老将。 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亚

洲杯中国男足的平均年龄不足 24 岁，

2015 年亚洲杯则刚刚超过 24 岁 ，如

今的 “高龄” 阵容让球队拥有丰富经

验，但也带来了体能和伤病的风险。里

皮的选择，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中国

足协与他分手几成定局， 培养年轻力

量不再是意大利教练的任务。

武磊的发挥决定球队上限

2018 年，中国男足在九场公开比

赛中只收获七个进球， 其中四球由武

磊打入，且只要武磊进球，国足就能取

胜（1 比 0 胜缅甸、2 比 0 胜泰国、2 比

0 胜叙利亚）。 亚洲杯赛场，获得中超

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双料个人荣誉的

武磊，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足能走

多远。

从近期训练来看， 武磊已牢牢占据

锋线首发位置，而在右边锋的位置上，里

皮更倾向于使用跑动能力很强的金敬

道，因此肖智、郜林和于大宝将为另一个

锋线首发展开竞争。这三人各有特点，肖

智具备进攻支点的桥头堡作用， 郜林的

跑动更具优势，而于大宝经验丰富，且有

很强的激励全队的精神属性。 最终谁能

胜出， 或将取决于谁能更好地与武磊配

合，使后者的进攻效率最大化。 “最近这

段时间的训练， 教练组演练了多种阵型

和战术打法，就是为了应对亚洲杯上不

同类型的对手。”肖智表示，虽然在每种

演练中防守都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

位，但想要赢球还得靠进攻，“进球才是

硬道理，也是最重要的。 ”

此外，斗志也将成为国足能否在本

届亚洲杯上获得佳绩的另一重要因素。

在 2018 年的比赛中， 国足队员的斗志

不足屡遭舆论口诛笔伐，如何在亚洲杯

赛场激发球员斗志，将极大考验里皮的

执教功力。 目前来看，意大利人做得不

错，近期多名球员在接受采访时都表达

了不惧怕任何对手的信念。 刘奕鸣表

示，“里皮是世界杯冠军教练，他给我们

带来了自信，我们一定会在亚洲杯上交

出一份让球迷满意的答卷。 ”

但究竟什么样的答卷才算令人满

意？ 在 2004 年主场亚洲杯之后， 中国

队只有上一届大赛闯入淘汰赛。 四年

前， 尽管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完败于东

道主澳大利亚， 但佩兰率领的国足在

小组赛打出了三场完美的比赛， 赢得

舆论一片叫好。 如今， 里皮还能拥有

这份幸运吗？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本报记者 陈海翔

至少在场外，国足已体现出进步
随队出征医务人员多达七人，行李总重近三吨

国足能在亚洲杯上走多远还是未

知数， 但中国足球已在场外表现出进

步。 中国足协将在此次大赛期间给国

足提供高水准的后勤保障， 力争帮助

每一名队员在比赛期间保持好状态。

首先， 在整个海外集训备战和亚

洲杯期间， 国足队员都能吃到地道的

中餐 ， 无论在卡塔尔还是阿布扎比 ，

中国足协都为球队聘请了当地的中餐

大厨， 保证队员不至于因为饮食不习

惯而影响训练比赛的质量。 2015 年亚

洲杯期间球队工作人员临时上阵给队

员做中餐的情况将不会出现。

在球队抵达阿布扎比组委会安排

的指定酒店后， 国足保障团队发现房

间过小， 两名球员入住后空间显得比

较局促， 于是立即决定给每名队员换

成单间， 以保证全队的休息。

而在医疗团队方面， 国足此次出

征配备了七名队医和康复理疗师， 还

带上了一套相当先进的理疗器械， 力

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队员们从训练 、

比赛的巨大消耗中恢复过来。 值得一

提的是 ， 包括训练器材 、 医疗装备

等， 国足此次出行共带有 180 余件行

李， 总重近 3 吨。

细节决定成败， 虽然在整体实力

上 ， 国足与亚洲一流球队还有差距 ，

但如果能在吃、 住、 行等工作环节上

安排细致， 球员们就有可能在比赛中

发挥出更强大的战斗力。

中国男足此番征战亚洲杯也获得

了中国足协高层的全力支持。 中国足

协党委书记杜兆才 、 副主席林晓华 、

秘书长张剑等人都会在亚洲杯开始前

抵达阿联酋， 并将现场观看国足的首

场比赛。 而分管国家队工作的足协执

委蔡勇则早已开始跟队， 每天训练都

会到场。 中国足协某负责人表示， 他

们来到阿联酋只是希望送去支持， 而

不希望给队员们带来压力。 此外， 足

协国家队管理部新任部长肇俊哲也将

前往赛地， 时刻关心球队备战状态。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朱广沪在青少年足球活动中指导小球员。 视觉中国

俄罗斯体坛禁药事件持续发酵
俄反兴奋剂机构错过真实样本上交最后期限

“俄罗斯错过提交样本的最后期限，

这对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来说

简直是个笑话。 ”新年刚过，俄罗斯禁药

事件又登上了“头条”。 美国反兴奋剂机

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格特再度对

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RUSADA）解禁展

开抨击 ，他认为 “WADA 完全被俄罗斯

人耍了”。

RUSADA 在去年 9 月解禁，但必须

完成两项条约， 其中一条是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莫斯科实验室的相关

真实样本与数据。可根据 WADA 元旦发

布的任务进展，并未如期完成。 据悉，双

方共进行过两次会面 ， 一次在去年 11

月，当时 WADA 派出三人小组同俄罗斯

相关机构进行沟通；另一次则在去年 12

月下旬，WADA 派出五人专家团队赴莫

斯科实验室提取样本， 却由于所用设备

没能通过俄罗斯官方认证， 既定工作被

迫中断，专家团队匆匆离开。

不久后， 俄罗斯在公开声明中不断

展现出较为配合的态度。 俄罗斯体育部

长帕维尔·科罗布科夫反复强调，俄罗斯

同 WADA 站在同一战线，且都致力于解

决兴奋剂问题。 WADA 在上月 21 日发

布的任务进展中也表明， 如果俄方能解

决样本提取问题 ， 愿意再度到访 。 而

RUSADA 总监尤里·甘纳斯还在上周发

布了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 希望

政府能够帮助解决样本提取中出现的问

题，“俄罗斯体育正处于深渊边缘， 如果

过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未来会更难前

进，也无法挽回外界的信任。 ”

可事实是， 俄方还是没能在最后期

限前兑现承诺。 WADA 主席克雷格·里

迪对没能按时完成样本提取非常失望，

而美国人泰格特则不客气地表示，“显然

能预料到俄罗斯会错过截止日期”。

俄罗斯兴奋剂事件发酵了四年 ，

WADA 的态度也愈发为外界不满 。 本

周，WADA 将向独立的法规遵循审查委

员会提交报告， 后者将于 1 月 14 至 15

日召开会议， 以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

委会提供建议。可 WADA 的最新声明却

写道：“如果俄方能解决问题， 专家团队

可随时继续样本提取工作， 同时在会议

前更新报告内容。”此举在多数欧美媒体

及相关人士看来，不仅模糊了“12 月 31

日提交全部样本”这一截止日期，还又一

次展现了对俄罗斯的妥协。 而在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发布的新年寄语中， 一句

“平昌冬奥会上俄罗斯奥委会已接受了

惩罚”，被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媒体解读为

“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的惩处或将结

束”，更是将矛盾激化。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直接在社交平台

上引用上述泰格特的话表明态度 ，

“WADA 应该即刻恢复禁令”。 英国反兴

奋剂运动员委员会也持相同观点，“俄罗

斯必须从禁药事件中进行检讨与反思，

并且建立公开透明的反兴奋剂组织”。德

国反兴奋剂机构表达了与美英同僚相似

的观点，但认为禁令可以在 1 月 15 日的

会议之后再颁布。 包括美国田径选手艾

玛·科伯恩、 英国场地自行车名将卡勒

姆·斯金纳在内的部分运动员，均在社交

媒 体 上 呼 吁 恢 复 对 俄 禁 令 ， “希 望

WADA 能够做出对运动员、对体育运动

正确的事情”。

截至目前， 俄罗斯官方仍未对此进

行回应。这场关于俄罗斯禁药的拉锯战，

依旧未完待续。

竞彩开售亚洲杯首轮小组赛
本报讯 （记者谷苗 ） 2019 年阿联

酋亚洲杯将于 1 月 5 日至 2 月 1 日举

行。 中国体育彩票竞彩足球游戏已开售

第一轮 12 场小组赛， 胜平负 （或让球

胜平负 ）、 总进球数 、 半全场胜平负 、

比分等玩法均可接受单场投注。

整个亚洲杯期间， 竞彩除开售全部

51 场比赛和冠军竞猜、 冠亚军竞猜外，

还将开展丰富的互动活动。 其中， “中

国竞彩” 微信公众号将开展 “亚洲杯，

势不 ‘两立’” 答题抽奖活动。 活动期

间， 参与者通过答题获得抽奖次数， 每

人每天有三次答题机会， 连续签到的用

户每天还将额外获得最多三次抽奖机

会， 抽奖也有机会获得抽奖次数。 活动

奖品丰厚， 包括手机、 耳机等。

为回馈申城购彩者对竞彩玩法的喜

爱， 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从即日起

至 2019 年 2 月 1 日也在 “上海体彩

App” 举行 “亚洲杯———体彩和你在一

起” 活动。 活动期间， 凡在上海市体育

彩票代销实体门店购买任意金额的竞彩

玩法彩票 （必须含一场以上 2019 年亚

洲杯赛事） 均有机会参与活动。 购彩者

只需登录 “上海体彩 App” 活动页面，

输入该张彩票序列号 （序列号不可重复

使用 ） 即可参与抽奖 ， 每位 App 实名

注册用户最多可输入 30 张彩票序列号。

活动共设三个奖级， 其中一等奖 15 名、

二等奖 50 名、 三等奖 100 名。 中奖名

单届时将在上海体彩 App、 上海体彩

网、 上海体彩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布。

上海男篮遭受双重打击
中流砥柱伤退 客场惨败吉林

对于上海男篮而言， 昨夜本该是难

得的喘息机会———缺阵多时的刘炜与蔡

亮同时复出 ， 对阵的还是胜率尚未过

半、 位列联赛第十的吉林队。 然而未曾

想， 经历了一路风雨飘摇， 等来的却是

更不利的噩耗。 在 CBA 常规赛第 27 轮

客场与季后赛潜在对手吉林队一役中，

上海男篮不仅以 109 比 122 遭遇三连

败， 球队防守端的中流砥柱张兆旭也因

腰椎挫伤而中途退场。

尽管战绩一路下滑， 但此役之前，

外界对上海男篮的期望反而逆势上扬。

此前两轮挑战广厦、 辽宁两强， 上海队

均将胜负悬念维持到最后时刻。 在球队

遭遇大面积伤病的情况下， 多位本土球

员迎来意外爆发———一度被挤出轮换的

罗汉琛， 在罗旭东、 刘炜受伤后重回主

力阵容， 近九轮场均得分逾 17 分， 成

本土第一得分点 ； 过去只在 “垃圾时

间” 有过零星上场机会的颜鹏与黄旭，

各自打出职业生涯代表作。 得益于三位

边缘球员横空出世， 多位主力缺阵的负

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然而倘若

张兆旭此番受伤无法及时复出， 埋下的

隐患却可能在此后数轮不断爆发。

仅就不可替代性而言， 张兆旭在这

支球队中的重要性胜过任何一名队友。

本赛季上海男篮在防守端表现得极为不

稳定， 而这也成了昨夜赛后球队主帅李

秋平一再强调的问题， “上半场吉林队

就拿到 67 分， 我们的问题在于防守轮

换太慢以及篮板球保护太差。” 在两位

外援同时在场的第二、 三节， 防守端的

劣势尤为明显。 弗雷戴特与斯科拉本就

不以防守见长， 还在进攻中牵扯了太多

注意力； 在防守端被委以重任的王潼积

极有余， 技巧不足， 瘦弱的体格也决定

了他更擅长补防而非顶防； 黄旭、 颜鹏

尽管进攻不俗， 但昨夜在防守中屡次被

“一步过”。 对于上海男篮而言， 张兆旭

就是在防守端漏洞百出时最终解决问题

的那一个， 其出众的护筐能力即便放眼

联赛也找不出多少 “替代品”。

同时， 弗雷戴特此役再度暴露出诸

多问题。 面对吉林后卫姜宇星的贴身紧

逼， 弗雷戴特又一次表现出对高强度防

守的不适应， 不仅三分线外 16 投仅 3

中， 还在对方收缩内线的情况下多次冒

失单打。 作为球队门面， “寂寞” 的表

现直接决定了上海男篮的上限。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似乎所有人都认定了阿联酋将是里皮 （右） 的谢幕战。 这次， 他会交出什么答卷呢？ 东方 IC

男女单打前十日本队各占三席
国际乒联最新世界排名出炉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随着日本队

的迅速崛起， 中国乒乓球队正面临越来

越严峻的考验， 上个月落幕的年终总决

赛仅收获女单一枚金牌就是最好的证

明。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

名， 在男单和女单项目中， 日本选手在

前十位中各占三席。

国乒在男单前十位也只占据了三

位， 其中前两把交椅依然由樊振东、 许

昕把持， 而去年在年终总决赛男单决赛

击败林高远、 成就该赛事史上最年轻冠

军的日本小将张本智和升至第三， 排名

创下其个人运动生涯新高。 林高远尽管

仍暂居第四， 但 23 岁的他始终无法改

变外界对其 “外战外行” 的刻板印象，

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其发展前景。

另两位跻身前十的日本选手丹羽孝

希与水谷隼分列第九、 十位。 因伤病缺

席比赛过多， 作为国乒上一个奥运周期

核心的马龙排名持续下降， 如今仅仅排

在第 12 位 。 排名男单前 30 位的选手

中， 蹿升势头最盛的是过去数月内两度

战胜樊振东的小将梁靖崑， 不久前仅位

列第 36 位的他如今已跻身前二十。

在女单方面， 中国选手展现出了更

大优势， 世界前五中占据四席。 其中，

一年内独揽三个世界冠军及三个巡回赛

冠军的国乒一姐丁宁， 时隔 14 个月后

重回世界第一， 被其超越的则是近来状

态极度低迷的朱雨玲。 作为日本女乒的

领军人物， 石川佳纯仍排在第三。 在其

身后三位均被中国选手占据， 去年年终

总决赛女单冠军陈梦位列第四 ， 刘诗

雯、 王曼昱分别排在第五、 六位。 与男

选手一样， 日本女队亦有三人跻身世界

前十， 除石川佳纯外， 伊藤美诚与平野

美宇分列第七、 第九位。 女选手中排名

涨幅最大的是在年终总决赛连续挫败

中 、 日 、 韩女乒一姐的 “黑马 ” 何卓

佳。 尽管最终未能夺冠， 但中国新星依

然凭借这一表现将世界排名从此前的第

50 位提升至第 27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