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家集训队的传闻由来
已久。从2017年开始，就不时会
有国家队或者国奥队要打中超、
中甲联赛的传闻，不过最终只是
传闻而已。不过传闻传到今年，
就有点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味道
了。这话还要从去年10月成立
的国家集训队说起。去年10月，
中国足协宣布成立国家集训队，
这支球队先后经历了一期、二期、
二期补充等三期名单，而且分两
批先后在西班牙、昆明拉练。从

人员构成看，国家集训队基本以
U25球员为主，到了2019年国家
集训队也“升级”为 U26 国家
队。组织这个年龄段的球员集
训，明显是为了冲击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尤其是亚洲杯后，在
老国脚纷纷退出的情况下，这个
年龄段球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集训
队要参加2019年中超联赛的传
闻再度传出，具体方式是将这些
国脚打散到几家俱乐部中，然后

通过以赛代练打磨球员。
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

如果这一传闻是真的，那么哪
几家俱乐部会成为国家集训队
的载体？目前看，天津天海和
广州恒大是被提及最多的两家
俱乐部。天津天海俱乐部被提
及是因为沈祥福目前在该队担
任代理主教练。作为国家集训
队的主教练，中国足协能够允
许一人身兼两职，这让人们觉
得其中应该有什么缘故。此

外，在恒大俱乐部引进天海俱
乐部的张修维和刘奕鸣的同
时，天海俱乐部也宣布从恒大
引进张成林、廖力生、温家宝及
外援阿兰等4名球员，而且据
悉这4名球员只是租借形式。
如今加上恒大一口气引进了多
名国家集训队年龄段的国脚，
自然不由得人们起疑，天津天
海和广州恒大在新赛季将成为
两支以国家集训队形式出战的
中超俱乐部队。

果真是国家集训队吗

春节前，恒大俱乐部官宣韦
世豪、高准翼和吴少聪3名本土球
员加盟。接着在大年初三，恒大
俱乐部又高调官宣3名年轻国脚
刘奕鸣、张修维、何超的加盟。一
周之内，一口气引进6名不到24
岁本土年轻球员，其中5名是国脚
级球员，这在恒大近年的引援史
上也是罕见的。从理论上说，这
样的变革不算意外。毕竟在2018

赛季丢冠之后，许家印就明确提
出球队要在2019赛季完成人员

“换血”的任务。而从难度上说，
这几件转会也都不能算是容易。

虽然韦世豪在国安队上场
时间不多，但其身价极高。国安
一年前引进韦世豪的花费在国
内球员引援调节费之上，如果恒
大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国安
不可能放走韦世豪。高准翼所

有权实际上为河北华夏和山
东鲁能所共有 (各占 50%)，他
的转会代价也肯定不菲。张
修维和刘奕鸣情况有些特殊，
权健集团出事之后，失去了对
俱乐部的控制权，天津体育局
托管了俱乐部，通过体育局从
中斡旋，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恒
大的引进工作。何超是恒大
一直追求的对象，长春亚泰一

直紧咬不放，但无奈大势所
趋，亚泰最终也只能放人。随
着这6名年轻球员的加盟，恒
大也用完了5个内援名额（作
为 U21，吴少聪不占名额），而
且全部囤积的是 1995 年、
1996年年龄段的球员。5名
新人的加入意味着恒大更新
换代的开始，球队俨然成了一
支“另类的国家集训队”。

6名球员扎堆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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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6:0狂胜切尔西

“蓝月亮”重返英超榜首

6名年轻球员扎堆加盟

恒大着力打造一支青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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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虽说眼下有关国家集训队的
事情仍只是猜测，但不管怎样，对
于广州恒大来说囤积大量的当打
年轻球员，好处肯定很大，这让广
州恒大继掀起“金元足球”的风潮
后，再度在中国足坛掀起新的风
潮。在完成了这个冬歇期內援引
进工作之后，如今恒大5名新国
脚已经到位，再加上去年引进的
邓涵文、杨立瑜、唐诗、胡睿宝，恒
大目前至少已有9名青年国脚压
阵，再加上布朗宁和萧这两位华

裔归化球员，恒大队大换血的工
作实际已经完成。

韦世豪、张修维、刘奕鸣、何
超以及高准翼在里皮时代全部
进入过国家队，其中刘奕鸣和韦
世豪还参加了阿联酋亚洲杯，张
修维仅仅是在最后时刻落选正
选名单。何超则一直被里皮誉
为郑智的接班人，高准翼也有着
冯潇霆接班人之称，可以说这5
名球员，未来全部是国足扛大梁
的角色，此外，郭靖、冯博轩、邓

宇彪、刘世博等 1997 年年龄
段球员也极具 发 展 潜 力 。
1999年的王进泽、2001年的
王世龙在上赛季二次转会中，
都已补充到了恒大一线队的
名单中。就本土球员的个人
能力和阵容厚度看，恒大俱乐
部已将眼光放到了 3 年以
后。许家印此前曾经表示，要
在 2020 年实现全华班的计
划，如今看来恒大俱乐部确实
在接近这个目标。在阿兰转

投天津天海后，与广州恒大有
合同在身的外援，只剩下保利
尼奥和塔利斯卡，还有尚未签
约的韩国球员朴志水了。

从高举“金元足球”大旗，
到如今开始着重培养年轻球
员，恒大俱乐部的经营方式无
疑也在进行着发展与变化，不
知道恒大此番掀起的这股风
潮，是否也会在中国足坛形成
一股新风潮。

（李立）

恒大是否掀起新风潮

挥舞着“金元足球”的大旗，广州恒大从2011年升入中超起，就用自己独树一帜的经营风格带来了中
国足球的新风潮，并拿到了惊人的中超7连冠。但在这个冬季，恒大俱乐部却风格大变，他们一口气引进了
6名不到24岁的年轻球员，其中5人是国脚。此举是要重新构建自己的阵容，还是兑现传说中的国家集训
队脱胎于恒大？无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都意味着恒大将再次成为中国足坛的焦点。

据新华社伦敦2月10日电
英超卫冕冠军曼城队10日坐镇
伊蒂哈德球场以6∶0狂胜切尔西
队，时隔一天后再次以净胜球优
势超越利物浦，重新占据积分榜
首位，切尔西则遭遇了28年来的
最大比分失利。

“蓝月亮”曼城开场25分钟
就以4∶0领先。第四分钟，德布
劳内主罚任意球，斯特林禁区内
接球劲射破门。之后阿圭罗25
米外远射扩大比分。仅过6分
钟，巴克利头球解围时失误，球落
到阿圭罗脚下，阿根廷人轻松得
分，3∶0。京多安很快再进一球
将比分改写成4∶0。

下半场开始后不久，阿兹皮
里奎塔禁区内对斯特林犯规，曼
城获得一个点球机会，阿圭罗主
罚命中，完成“帽子戏法”。这是
他在英超比赛中第11次单场攻
入三个进球，追平了前纽卡斯尔
联队球星希勒创造的纪录。切尔
西的厄运还没有结束，斯特林在
第80分钟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
在6∶0。这是切尔西自1991年
以0∶7输给诺丁汉森林队以来遭
遇的最大失利。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赛后说：
“太不可思议了，球员们发挥太出
色了。”

少赛一场的利物浦现在面临
巨大压力，要想夺回榜首位置，
24日他们必须在老特拉福德至
少战平曼联，同日曼城将在联赛
杯决赛中迎战切尔西。瓜迪奥拉
也说：“我们必须要看利物浦与曼

联的比赛结果，才能确认是否真
正位居榜首。”

这场大败让切尔西排名下降
到第六位，失去6个净胜球的代
价巨大。

热刺队继续保持获胜的势
头，在温布利球场以3∶1击败莱斯
特城，坐稳了第三的位置，将领先
第四名曼联的优势扩大到9分。

热刺的胜利也比较轻松。
桑切斯和埃里克森先后进球，热
刺以2∶0领先。瓦尔迪下半场
为莱斯特城扳回一球，但孙兴民
在伤停补时阶段再入一球，热刺
以3∶1获胜。

新华社罗马2月10日电 意
大利足球甲级联赛10日结束第
23轮的全部比赛。尤文图斯客
场3∶0大胜萨索洛；AC米兰主
场3∶0击败卡利亚里，重回积分
榜前四。

在萨索洛对阵尤文图斯的
比赛中，开场仅3分钟，萨索洛
的久里契奇抢断鲁加尼后带球
突入禁区，什琴斯尼冒险出击
破坏单刀，久里契奇倒地，裁判
在观看视频回放后并未判罚点
球。第 23 分钟，克·罗纳尔多
（C 罗）禁区前沿得球后大力轰
门被门将扑出，赫迪拉门前补
射得手，尤文图斯打破僵局。
第70分钟，皮亚尼奇将角球开
出，C 罗高高跃起头球抢点破
门，尤文再下一城。第86分钟，
刚刚替补上场的迪巴拉在前场
将球传给C罗，C罗随即将球分
至禁区左侧，埃姆雷·詹从后面
插上低射破门，为尤文图斯锁
定胜局。尤文本轮轻取3分，领
先积分榜第二名那不勒斯 11
分。

米兰迎战卡利亚里的比赛
中，第13分钟，苏索禁区得球兜
射远角，球被门将克拉尼奥扑出
后打在后卫切皮泰利手臂上弹
入网内，卡利亚里自摆乌龙。第

22分钟，卡拉布里亚右路起球传
中，帕奎塔后点迅速插上推射破
门，斩获自己的意甲处子球，米
兰扩大领先优势。第62分钟，
米兰后场将球传至对方禁区前
沿，克拉尼奥在皮扬特克拿球前
出击将球扑出，恰尔汗奥卢跟上
在禁区外沿打门，克拉尼奥再度
将球扑出，皮扬特克顺势补射破
门，最终米兰 3∶0 完胜卡利亚
里。

客场大胜萨索洛

尤文图斯扩大领先优势

新华社大连2月11日电 在
已经带队一段时间后，大连一方
俱乐部11日宣布，韩国籍教练崔
康熙完成签约，正式出任球队主
教练。

此前崔康熙一度被天津权健
俱乐部宣布为球队主教练，但此
后因权健公司及高层涉案而出现
变故，崔康熙及其团队转而与大
连一方队接触并开始了实质上的
带队训练，直至11日大连一方俱
乐部发布官方消息。目前崔康熙
及其团队正带领大连一方队在上
海冬训。

大连一方俱乐部的官方消息
说：崔康熙（Choi Kang-Hee）
今年59岁，是当今亚洲足坛经验
丰富、带队业绩卓著的知名主
帅。崔康熙曾是韩国国脚，参加
了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退役
后，崔康熙拿起教鞭，开启了足球
教练的职业生涯。他曾于1996

年执教水原三星队，2002年至
2004年任韩国国家队助理教练，
2005年 7月重返韩国K联赛担
任全北现代队主帅。崔康熙在担
任全北现代队主帅期间，带领球
队拿下了6次联赛冠军和2次亚
冠冠军，把全北现代带成了一支
亚洲一流的球队。崔康熙的执教
能力也因此得到了韩国乃至整个
亚洲足球界的广泛认可。2006
年，崔康熙获得亚足联最佳主教
练称号。10年后的2016年底，
崔康熙再获殊荣，当选亚足联年
度最佳男教练。2011年到2013
年，崔康熙出任韩国国家队主教
练，率队在2014巴西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十强赛中出线，这也是
韩国队连续第八次进军世界杯
32强。

大连一方是最晚确定主教练
的中超俱乐部之一，目前其球队
的内外援也尚未公布。

大连一方俱乐部宣布

崔康熙出任球队主教练

绿茵场

张修维

出生：1996年3月13日
身高：174厘米
体重：64公斤
位置：前卫
俱乐部：广州恒大

吴少聪

出生：2000年3月20日
身高：192厘米
体重：80公斤
位置：后卫
俱乐部：广州恒大

韦世豪

出生：1995年4月8日
身高：177厘米
体重：75公斤
位置：前锋
俱乐部：广州恒大

何超

出生：1995年4月19日
身高：178厘米
体重：77公斤
位置：前卫
俱乐部：广州恒大

高准翼

出生：1995年8月21日
身高：186厘米
体重：70公斤
位置：前卫
俱乐部：广州恒大

刘奕鸣

出生：1995年2月28日
身高：189厘米
体重：76公斤
位置：后卫
俱乐部：广州恒大

C罗状态依旧神勇。

阿圭罗上演“帽子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