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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级之后的思考 之三

12日与南京同曦队的比赛，辽
宁男篮的助攻数定格在24次，没有
超过前两场，考虑到首节比赛球队
只有 2 次助攻，能达到这一数字殊
为不易。可以说，辽篮在下半场增
加了进攻端的配合，成为本场比赛
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作为从辽宁走出去的优秀教
练员，同曦队主帅崔万军非常注意
球队在攻防两端的整体性，而且也
很 了 解 怎 样 才 能 让 辽 篮 打 得 难
受。从比赛一开始，同曦队就用积
极的防守切断辽篮球员间的联系，
迫使辽篮更多地利用个人能力来
解决问题。和辽篮相比，同曦队更
像一个整体，辽篮只能依靠球星的
个人能力咬住比分。考虑到对方
拥有控制篮板能力极强的哈达迪，
辽篮采取这样的进攻方式其实是
非常危险的。

所幸的是，经过中场休息阶段
的调整，辽篮终于恢复了“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进攻模式，半场送
出高达 16 次助攻。通过合理的转
移球，辽篮不仅获得了大量空位投
篮的机会，还多次在篮下打成“2+
1”。同曦队出现宋建骅和哈达迪两
人 6 次犯规离场的局面，也是因为
辽篮快速的传跑配合让对方的补防
总是慢半拍。

随着辽篮不断用传球撕扯对
方防线，同曦队防守的耐心消耗殆
尽，比赛就此失去悬念。如果不是
发挥出了团队配合的威力，辽篮想
要在最后一节得到 48 分，是绝无
可能的。

经过新赛季开局阶段的阵痛之
后，辽篮目前处于向上的趋势。进
攻中，已经从“一个人打，四个人
看”，逐渐走向多点开花，尤其主力
球员之间的磨合渐入佳境，让人们
感受到团队篮球的魅力。不过也应
该看到，辽篮的这波三连胜，对手或
近况不佳，或实力有限，还不足以说
明太大的问题。

11 月 15 日，辽篮将在客场挑
战夺冠大热门新疆队，对手不仅纸
面实力在 CBA 数一数二，而且近
期火爆的状态在全联盟也无出其
右者。对于尚未度过磨合期的辽
篮来说，这场硬仗将是一次真正意
义上的检验。

整体进攻渐入佳境

客战新疆队
检验辽篮磨合度
本报记者 李 翔

时过几日，辽足保级之后的余波
仍在。如果降级，无疑会为辽宁足球
的发展泼上一盆冷水，即便现在保级
成功了，明年辽足的竞技水平和经济
状况会不会好转也是未知数。但关心
辽足的人们心情不会变，还是希望球
队能渡过难关，辽足这支球队不应该
沉沦下去。

职业足球的良性发展，青训是必
由之路。辽足能在 1998 年和 1999 年
重新崛起，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球队
人才鼎盛。张引教练回顾往事时说：

“那是在 1983 年的时候，我向有关领
导提出，希望可以带一支青年队。最
后把目光锁定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出
生的孩子上，因为要着眼于2000年奥
运会和 2002 年世界杯。”张引将一群
娃娃兵锻造成为中国足坛的一支中坚
力量，那支“辽小虎”人才济济，很多球
员成为后来国奥队和国家队的重要成
员。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还没有哪
支球队可以有如此高的成才率，这批
球员也支撑了辽足十年。

“辽小虎奇迹”难以再复制，此后

辽足的青训一路走低，直到 2018 年，
也就是辽足从中超降级之后的第一
年，辽足俱乐部下大力气狠抓青训，并
完成了 6 级常设梯队建设，今年正式
完成了 9 级梯队建设，年龄段包括
U19 到 U9。各级青超联赛中都有辽
足梯队的身影，U12 队则参加了多站
东北联盟杯比赛，在小球员的培养上，
辽足俱乐部以省会沈阳为中心，辐射
省内和省外，在 2018 年年底，设立了
10 个区域青训中心，涵盖沈阳市内 5
区及周边地区。

但是，梯队组建时间相对较晚，需
要较长成长期，辽足当前的情况却是
急需输血，俱乐部的投入是球队在中
甲站稳脚跟的关键。中甲靠外援，辽
足如果不想像今年一样受煎熬，外援
升级是第一要务。穆伦加已经不堪大
用，辽足所需要的外援，是一名自己能
解决问题的强力前锋，辅以一名在中
场能组织和防守的球员，此外，板凳席
上还要坐一名水平相当的替补。

往长远看，辽足继续留在中国足
坛顶级联赛中，是辽宁足球在中国足

球的大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一
步。2022年亚洲杯已经花落中国，在
国内承办城市的竞争中，沈阳早早
出局。对独家承办过2001年十强赛、
承办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
小组赛的沈阳来说，的确是一个遗
憾。职业队成绩低迷使得城市足球氛
围下降是一方面，硬件缺失是另一方
面，想成为承办城市，“专业场馆建
设”“青训发展推动”“足球发展指标”

“城市综合实力”4 项指标缺一不可，
其中，“专业场馆建设”明确要求申办

城市须在 2022 年年底前拥有一座专
业足球比赛场馆。

就在上个月，国际足联又确定中
国在 2021 年主办俱乐部世界杯足球
赛，这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换而言
之，某种意义上是在为申办并最终主
办世界杯“试水”。世界杯未来一定会
在中国举办，作为中国足球的重镇，辽
宁不应该缺席，在沈阳筹建一座专业
足球场，打造浓郁的职业足球氛围，是
题中应有之义。以这样的视角观之，
辽足这面旗帜不能倒下。

放眼更大格局 辽足亟待崛起
本报记者 黄 岩

对中国足球来说，很少有一帆风
顺的时候。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
强小组赛刚刚打到第四场，国足便又
要面对“生死战”了。11月14日，中国
男足将在客场挑战叙利亚队，这场比
赛的获胜一方，将掌握小组出线的主
动权。

在亚足联官网上，对这场比赛的
前瞻中提到，中国队若不能战胜叙利
亚队，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男足
不要忘记上届12强赛的出局之痛，在
上届12强赛中，中国队与叙利亚队的
两场比赛一平一负未能取胜，在主场
由于后防失误丢球，以 0∶1 输掉了比
赛，客场在 2∶1 领先情况下被对手追
平，未能在与竞争对手的直接较量中
拿分是导致中国队失去小组出线希望
的重要原因。

11 月 9 日，叙利亚队公布了大名
单，赫里宾、索马、奥马里等主力球员

都在阵中。但队中头号球星、前亚洲
足球先生赫里宾在 10 月与马尔代夫
队的世预赛中脚踝受伤，目前正在恢
复中。叙利亚队前锋索马的状态非常
好，前三场 40强赛，他已经打进 7球，
是 40 强赛目前进球最多的球员。索
马身高达到 1.92 米，作为高中锋他的
头球争顶能力突出，国足必须把他当
作重点盯防对象。另外，叙利亚队前
锋纳克达利已经伤愈复出，俄罗斯世
界杯预选赛 12 强赛攻破国足大门的
萨利赫，本场比赛也将解禁复出。可
以说，叙利亚队的攻击线人才济济，难
怪在本场比赛的备战过程中，里皮摆
起了迷魂阵，对首发阵容特别是后防
线的安排非常谨慎。

目前，国足落后叙利亚队2分，想
在积分榜上咬住对手，打平都不是好
结果，输球更意味着两队将拉开 5 分
的差距。在之前的 3 场小组赛当中，

国足既有5∶0胜马尔代夫队、7∶0胜关
岛队的大比分，也有 0∶0 战平菲律宾
队的艰辛。

按照竞赛规程，只有 8 个小组的
第一名与 4 支成绩最好的第二名，总
共 12 支球队，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
阶段的 12 强赛中。目前国足在各小
组第二中依靠净胜球的优势排名第
一，但是共有中国队、巴林队、约旦
队、朝鲜队、越南队 5 支队伍同积 7
分，未来走势如何存在很大变数，不
能把出线希望寄托在以小组第二出
线上。与叙利亚队这场比赛，对国足
来说是真正的考验，也是必须要答好
的一张卷纸。

关系到出线前景

国足面临真正考验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京
时间 11 月 14 日，2020 年东京奥运
会女篮资格赛亚大区预选赛正式
打响。中国女篮与韩国队、新西兰
队和菲律宾队同分在A组，比赛将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进行。中国
女篮的唯一目标，就是杀入明年奥
运会女篮资格赛。

此前，中国女篮已经敲定了
12人大名单，12名队员为杨力维、
李缘、王思雨、邵婷、王雪朦、李梦、
潘臻琦、黄思静、高颂、孙梦然、李
月汝和韩旭。主教练许利民在谈
到备战时直言：“对于小组赛的对
手，我们进行了针对性训练。我们
既要充满信心，去完成资格赛的任

务，同时也要做好克服困难的准
备，做好打持久战、苦战过关的准
备。一句话，保持平常心。”

本次比赛为东京奥运会资格
赛第二阶段，亚洲区8支球队分为
A、B两个小组，每组前两名晋级明
年2月开战的资格赛第三阶段。由
于日本女篮自动晋级奥运会决赛
圈，因此日本队所在的小组其实只
有一个出线名额，中国女篮能够避
开实力最强的日本队和澳大利亚
队，与不久前女篮亚洲杯上曾经击
败过的韩国队、新西兰队、菲律宾
队分在A组，可谓“上上签”。如果
不出大的意外，中国女篮晋级下一
轮资格赛没有什么悬念。

奥运会女篮资格赛
亚大区预选赛今日打响

“这场比赛，郭艾伦在进攻端
处理球非常果断，这是球队需要的
郭艾伦。”在辽宁男篮战胜南京同
曦队后，主教练郭士强对郭艾伦的
表现给予肯定。对比一下本赛季
开局两连败时的郭艾伦，本场比赛
的表现才是人们熟悉的“亚洲第一
控卫”。

12 日的比赛，从第一秒钟开
始，郭艾伦就表现出与之前比赛完
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他在进攻端不
再瞻前顾后，一旦起速，就会毫不
犹豫地杀向篮下，利用灵活的脚步
晃开防守上篮。全场比赛，他的两
分球 13 投 12 中，6 次造成对手犯
规，罚球 8 罚 7 中。正是他和史蒂
芬森双星闪耀，才冲垮同曦队苦心
打造的防线。这样的郭艾伦，真的
是久违了。

实际上，作为一名个人攻击力
极强的后卫，郭艾伦的问题不在于

“独”，而是不够果断。无论是上赛
季与新疆队的半决赛，还是本赛季
的前两场比赛，郭艾伦每次突破都
显得犹犹豫豫，能看得出来，每次
他的本意都是想直接攻到篮下，可

是一旦对手协防到位，他的决心就
出现动摇，改变主意想要给队友传
球，但对手早就出现在他的传球线
路上。郭艾伦在比赛中出现的失
误，大多是这种情况。而在与同曦
队比赛时，郭艾伦砍下全队最高的
31分，失误仅有两次。

中国男篮兵败世界杯之后，郭
艾伦承受了很多无端的指责，他和
周琦遭受网上舆论的猛烈抨击。
姑且不论郭艾伦个别场次发挥失
常与球队赋予他的战术地位是否
有直接关系，把球队战绩不佳归咎
于某一两个球员，未免太过偏激，
资深篮球媒体人苏群忍不住为周
琦和郭艾伦打抱不平。

在网络上，有人用“亚一控”的
说法讽刺郭艾伦，实际上以目前亚
洲篮球的水平，郭艾伦就是亚洲第
一控卫。与本赛季前两场比赛相
比，12日晚上的表现，才是郭艾伦
应有的水准，正如他在赛后所说：

“今天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
一场正常的比赛。”希望以这场比
赛为契机，郭艾伦能延续这样的表
现，一直“正常”下去。

郭艾伦信心重燃

这才是人们熟悉的
“亚洲第一控卫”

本报记者 李 翔

三篇保级之后的思考，重温辽足
辉煌，剖析当今困境，指出复苏路径，
对辽足爱之深、情之切，跃然纸上。

辽足曾是中国足球的一面旗帜，
更在辽沈人心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辽足从中超降至中甲，人们心有不
甘；今年保级路上的艰辛，更让人牵
肠挂肚。好在，为辽足加油，各方的

支持仍在；保级大战中奋力拼争，辽
足的底蕴犹存。这一切，正是辽足未
来的希望所在。

以惊险保级为契机，期望辽足重
新崛起，回到应有的位置。这一过程
不会短，眼前的困难不会少，但更应
坚信：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
更长的路。愿以此语与辽足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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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与叙利亚队的客场比赛，中国队球员武磊（前左）在训练中。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新华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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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小组赛

莫德里奇获2019年“金足奖”

11月13日，2019年“金足奖”颁奖仪式在摩纳哥举行。现效力西甲皇
家马德里队的克罗地亚籍球员莫德里奇（左二）获得2019年“金足奖”。

郭艾伦（右二）在与南京同曦队的比赛中出手果断。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