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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U20男足出征全运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 U20 组别资格

赛将于 4 月 25 日拉开帷幕。 4 月 16

日 ， 全运会上海男足 U20 队出征仪

式在申花康桥基地举行。

全运会上海男足 U20 队组建于

今年 1 月，球队以申花 2001 梯队为班

底， 并吸纳了部分其他球队的优秀球

员， 由申花一线队助理教练唐田出任

该队主教练。唐田曾辅佐过吉洛、曼萨

诺、波耶特、贝尼特斯、崔康熙等多位

外籍教练，拥有丰富经验。唐田在出征

仪式上表示， 上海队将向全运会四连

冠发起冲击，“上海已经夺得三届全运

会冠军，上海本身就是冠军之师、冠军

之城，我对于队员很有信心。对于我们

来说，全运会小组赛是小考，决赛才是

大考，相信通过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把

冠军奖杯带回上海。 ”

在此次全运会资格赛中， 上海男

足 U20 队与新疆 、 山东 、 广西 、 黑

龙江 、 广东分在 C 组 ， 将在山东潍

坊赛区进行小组单循环赛， 小组前两

名将直接获得决赛阶段的资格 。 新

疆、 山东都是颇具实力的球队， 因此

上海 U20 队所在的小组也被公认为

“死亡之组”。

七星彩第 21043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6 0 2 1 3 + 5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8 33595 元

三等奖 41 3000 元

四等奖 1211 500 元

五等奖 19940 30 元

六等奖 828254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11277566.30 元

排列 5 第 21098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0 2 4 3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098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0 2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中国足球更新换代尚需更多时间
数十位 00后本土选手进入中超名单，但其中有几位可造之材是一个问号

本赛季从河南嵩山龙门转会至上海

海港， 未满 20 岁的阿布拉汗·哈力克意

外获得了跟随一线队进入苏州赛区的机

会。 原本俱乐部给他的定位是在预备队

锻炼， 但年轻的新疆小伙在训练中用努

力拼搏博得了球队主帅莱科的青睐，就

此入围前往赛区的 26 人名单。这意味着

哈力克距离自己实现 “尽早代表海港踢

中超”的梦想又近了一些。

本赛季像海港这样愿意给年轻球员

机会的中超俱乐部不少，广州、北京、大

连和河南等俱乐部也将大批年轻球员提

拔到一线队。 一边是拿着高薪的明星外

援、教练批量离开，另一边则是大批年轻

人现身联赛名单， 中超看似正在向外界

期待的方向发展， 变成本土新生代优秀

球员的孵化场。但事情真的如此美好？或

许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大牌明星“批量”离去

据德国专业足球网站“转会市场”数

据， 目前中超身价最高的球队为上海海

港，总价 4750 万欧元，排名第二至四位

的分别是广州队（4485 万欧元）、北京国

安队（3885 万欧元）和山东泰山队（2915

万欧元）。而去年同期中超身价排名前四

的分别是上海上港（1.1 亿欧元）、广州恒

大（9280 万欧元）、北京国安（7415 万欧

元）、大连人（5328 万欧元）。 另一更能反

映出巨大变化的对比数据是， 本赛季总

身价逾 2000 万欧元的中超球队仅四支，

不到 1000 万欧元的多达八支；而上赛季

这两项数据分别为 11 支和 2 支（青岛黄

海、石家庄永昌）。

在中国足协连续两年实行多轮限薪

限投后， 中超对大牌球员的吸引力呈断

崖式下跌。 上赛季结束后离开的球员名

字个个如雷贯耳：胡尔克、特谢拉、佩莱、

哈姆西克 、扎哈维 、埃德尔 、龙东 、桑蒂

尼、雷纳尔迪尼奥，他们曾让中超成为全

亚洲球迷羡慕的对象， 也一度为中超获

得了“世界第六大联赛”的美名。

一同离去的还有大牌教练们。“金元

足球”最疯狂时，中超曾拥有卡佩罗、斯

科拉里、 马加特、 佩莱格里尼等顶级名

帅，而今年随着贝尼特斯离开，中超已无

世界级教练， 取而代之的是本土教练和

性价比很高的韩国、前南地区外教。五支

由本土教练执教的球队分别是山东泰山

（郝伟）、武汉（李霄鹏）、青岛（吴金贵）、

天津津门虎 （于根伟） 和长春亚泰 （陈

洋）； 使用韩国教练的分别是上海申花

（崔康熙）、重庆两江竞技（张外龙）和河

北（金钟夫）；聘请前南地区外教的为上

海海港（莱科）和北京国安（比利奇）。 此

外，受疫情影响，大批巴西外援无法及时

返回中超，包括广州队核心保利尼奥、塔

利斯卡及北京国安的奥古斯托。 他们肯

定错过新赛季中超第一阶段， 能否赶上

剩余比赛亦未可知。

失去了“星光”的中超联赛是否还能

赢得足够多的关注， 是否会频繁出现门

可罗雀的场面，令人格外关注。

年轻球员依然只是陪衬

距离联赛开幕日期越来越近， 中超

十六强纷纷公布各自参赛名单， 多家俱

乐部都在名单中为年轻球员留出了足够

多的位置，其中尤以广州队为甚。该队主

帅卡纳瓦罗在确定中超报名名单时一口

气提拔了 11 名足校小球员，再加上原本

就在名单中的吴少聪， 目前广州队共有

多达 12 名 00 后球员，为中超之最，其中

2005 年出生的前卫李星贤更是成为今

年最年轻的中超球员。

在主帅比利奇钦点下， 北京国安共

有 7 名 00 后小将出现在了该队中超报

名名单之中； 大连人一线队阵中目前仅

剩下了赵旭日、郑龙、外援丹尼尔森以及

守门员张翀四位 80 后球员，其余球员中

有 15 人为 U23 适龄球员，而在这 15 人

当中更有 9 名 00 后；此外，河南嵩山龙

门队中也有多达 7 名 00 后球员，其中艾

合买提、帕尔江曼等人为新援，徐世龙、

刘家辉、 杜智轩等则是从俱乐部梯队直

接上调至一线队。

报名名单上年轻球员涌现， 但他们

能得到充分的出场机会吗？ 答案也许是

否定的。 亲手将 11 名 00 后选入一线队

的卡纳瓦罗表示， 这些年轻人中尚无一

人具备中超出场水准，“这几个月我看了

至少十场足校青年队的比赛， 然后挑选

了 11 人来到一线队。 但说实话这 11 人

没有一个已经完全准备好明天就能代表

广州队踢中超的。 所以大家别想着他们

之中有几个天才，没有的。 ”

意大利少帅的话很直白， 但实情的

确如此。入围联赛报名名单，不意味着就

能随队前往赛区，坐上中超替补席。例如

北京国安进入名单的 7 名 00 后，最终仅

三人进入了 26 人的随队出征名单；进入

海港队名单的 6 名 00 后，最终随队进入

赛区的也只有哈力克和贾博琰。

正如卡纳瓦罗所说， 距离出产年轻

的中国“妖星”还非常遥远，舆论不应对

此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 中国足球更新

换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申花的阵容更强了，但也更老了
“本赛季上海申花将力争重回第一

集团，确保亚冠名额。 若有机会，我们将

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 ”这是申花董事

长吴晓晖公开喊出的赛季目标。 随着阿

德里安、巴索戈、吴曦等多名强援加盟，

上海申花新赛季的实力提升明显，无疑

有底气喊出这样的目标。

在新赛季中超转会市场整体冷清

的情况下， 上海申花接连引进约尼奇、

巴索戈、何龙海、王毅、吴曦、阿德里安、

金洋洋与薛庆浩等八名新援 ，可谓 “出

手阔绰”。 不难看出，申花将补强重点放

在外援层面，前河南嵩山龙门的喀麦隆

边锋巴索戈、J 联赛王牌中卫约尼奇和

已在中超证明自己的中场阿德里安，三

条线各自补强一位性价比极高的外援，

大大弥补了阵容短板，上赛季申花主教

练崔康熙手头几无外援可用的困境也

将不复存在。

崔康熙表示，新赛季申花在后防线

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将重点集中在提升

进攻端的表现，“今年我们在中场人员

配置上有了很大的加强，如果不出现主

要球员的伤病，我相信我们的攻防表现

会有很大提高”。 正如韩国老帅所说，申

花新赛季补强的另一大方向为中场。 除

外援阿德里安外，上赛季中超冠军江苏

队队长吴曦回归，无疑将让申花中场实

力更上一个台阶，在中场位置拥有阿德

里安、吴曦、彭欣力、孙世林、钱杰给、秦

升等多名实力球员，也为崔康熙排兵布

阵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主力阵容老龄

化依然是申花今年的突出问题，能否保

持持久战斗力也将在很大程度决定新

赛季的战绩。 上赛季申花受伤病影响极

大，金信煜、莫雷诺等外援因伤缺席多

场比赛，曾诚、朱辰杰、曹赟定等本土主

力球员也连遭伤停， 联赛最后一战时，

伤病满营的申花仅带了 6 名替补球员。

在申花一线队 2021 赛季的 32 人

报名名单中，80 后球员多达 15 人，位列

中超所有球队之最，90 后球员为 12 人，

00 后球员则为 5 人。 而 80 后球员中包

括冯潇霆、莫雷诺、阿德里安、于汉超 、

赵明剑、 曾诚等均在队内担任绝对主

力，而 30 岁以下的球员中，能有稳定出

场时间的并不多，仅巴索戈 、钱杰给等

寥寥数人而已。 如何在球队年龄结构偏

大的情况下避免伤病潮，将成为崔康熙

最重要的课题。

此外，缺少前锋也是申花新赛季的

一大隐患。 崔康熙最信赖的韩国中锋金

信煜去年遭遇骨折后一直没有找回最

佳状态，近四场热身赛均无建树。 上赛

季联赛零进球的杨旭，在最近一场热身

赛（2 比 0 胜昆山 FC）中终于取得进球，

捅破窗户纸的他也许值得期待。

多位外援“离队”，海港的变数不少
“我们的赛季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

要拿到冠军。 我们要打好每一场比赛，

做好每一次训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会在球场上全力奔跑。 ”昨天下午，

上海海港队从世纪公园训练基地出发

前往苏州赛区， 迎接即将到来的 2021

赛季中超联赛，出发前，明星队长奥斯

卡作出了如上表述。

这显然也是全队的共识。 即将初尝

中超滋味的海港队主帅莱科表示 ，“我

同意奥斯卡的态度， 这也是我的态度。

带队备战三个月来，我对队员们的表现

和俱乐部的支持很满意，球队已将状态

调整到了最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实际

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海港队的态度值得称赞，但想要夺

得中超冠军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尽管

广州和北京等主要对手因核心外援尚

未归队实力受损， 但对于海港队而言，

做好自身才是更重要的事。 与上赛季相

比，海港队阵容方面的变化不小 ，核心

前锋胡尔克、主力中卫石柯和替补门将

孙乐先后离队，随后中卫李昂和门将杜

佳加盟完成了相应位置的补强，但新外

援中卫迈斯托罗维奇在备战期意外遭

遇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让原本完整的

防线又出现了漏洞。

胡尔克离队后，海港队锋线上的主

角自然将是阿瑙托维奇。 备战期的十场

热身赛，奥地利前锋共打入 8 球 ，并贡

献多次助攻，但让俱乐部头疼的是他很

快就要离队。 根据赛程， 欧洲杯将于 6

月开打，阿瑙托维奇将代表奥地利队参

赛。 若奥地利队小组出线，加上回中国

后的隔离期， 他将缺席很长一段时间。

胡尔克落叶归根回到巴西，新援迈斯托

罗维奇提前赛季报销，再加上阿瑙托维

奇将中途缺席 ， 多位外援以各种姿态

“离队”，是海港队的一大变数。

而球队帅位更替无疑是海港队另

一大变数。 过去三个月，队员们逐渐接

受了莱科定制的 343 阵型和偏进攻的

战术。 十场热身赛中，除两场对阵预备

队外，其余比赛 6 胜 2 负。 但热身赛显

然无法与正式比赛相提并论 ， 莱科坦

言，“我对一切都满意，但球迷们是否满

意要等我们踢完几场联赛后再来讨

论”。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由于备战期训

练量过大，穆伊、蔡慧康、奥斯卡、洛佩

斯和傅欢等多名球员先后出现伤病，如

何在联赛开赛后既保证球队状态又控

制好伤病，对莱科而言也是极大考验。

好在俱乐部给球队的压力并不大，

上港集团董事长顾金山表示 ，“希望大

家拿出最好状态去迎接比赛”。 4 月 22

日， 海港队将迎来新赛季的首场比赛

（对阵天津津门虎），届时球迷们将对这

支球队的变化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评判。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新粤两强命运迥异
CBA季后赛次轮战况激烈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CBA 季后

赛次轮昨夜打响， 率先进行的两场对

决均进行至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排

位更高的新疆与广东两强命运迥异。

面对常规赛排名第 9 位的老对手

北京队，头号种子广东男篮状态不佳，

第三节伊始被对手打出一波 11 比 0

的进攻浪潮，一度落后达 13 分。末节，

卫冕冠军展开反击， 随着周鹏命中三

分，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 决胜时刻，

北京队凭借范子铭的罚球取得一分领

先。 而广东队则将最后一攻的球权交

到外援威姆斯的手中———上赛季季后

赛，这位美国前锋就完成过关键进球，

这一次他以一记抛投再次证明了自己

在关键时刻的稳定性与大心脏。 随着

北京队抢投三分不中， 广东队以 104

比 103 惊险战胜对手，晋级四强。比赛

全程跌宕起伏， 正如广东队主帅杜峰

赛后所总结的那样， 无论季后赛或常

规赛，但凡是京粤对决总会火星四溅。

而昨夜举行的另一场对决， 过程

同样激烈。面对 5 号种子山东队，新疆

队遭遇了一连串的意外。 外线重要火

力齐麟比赛伊始脚踝严重扭伤被抬下

场，两位外线重要轮换球员于德豪、唐

才育先后六犯离场。到了末节，就连核

心周琦也遭遇跟腱伤势， 躺在担架上

离场。好消息是齐麟与周琦均无大碍，

尽管步履蹒跚，却也勉强地再度出场，

但坏消息是这支传统豪强的季后赛之

旅就此结束。糟糕的三分与外线手感，

成了这支球队最大的命门， 新疆队在

只比对手少罚两个球的情况下， 罚球

得分却少了 11 分，三分球命中率更是

跌破三成。 在山东队内线激烈的身体

对抗下， 周琦在进攻端极为失常，19

投仅 6 中得到 16 分， 另有 10 个篮板

和 4 次盖帽。 最终，新疆以 101 比 105

告负，提前告别本赛季。

申城足球青俱联赛开幕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 “申体

杯” 第二届上海市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联赛开幕式昨天举行。 本届青俱联赛

以 “快乐共享 绿茵梦想 ” 为口号 ，

通过 “备案制、 积分制、 升降级、 多

阶段” 的全新赛制设计， 充分聚合申

城青少年足球资源， 让青少年尽情享

受足球运动的乐趣， 进一步提升青俱

联赛的竞技性、 观赏性。

根据目前的数据， 共有 151 支队

伍报名参加 U7 至 U14 精英组和提高

组的比赛 ， 比赛场次达到 1136 场 。

而在 U7 至 U14、 U15、 U17 组的其

余比赛完成报名之后， 赛事预计参赛

队伍将超过 300 支， 届时上海市青少

年足球俱乐部联赛也将成为国内年龄

段覆盖最广、 赛事级别最高、 赛事规

模最大的省级青少年足球联赛。 从本

周开始， 大赛便将在全市多个赛区全

面打响， 并为全市青少年带来更加阳

光、 活力的周末。

上图 ： 引进喀

麦隆边锋巴索戈 ，

申花补强锋线实力。

左图 ： 球迷欢

送上海海港出征新

赛季中超联赛。

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