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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联酋艾因，中国男足以有惊
无险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方式，2:1 击
败吉尔吉斯斯坦队，延续了4届亚洲
杯取得“开门红”的传统，用一场胜
利重拾信心。

不过，比赛中只打了半场好球的
国足，依然让球迷提心吊胆。对于
志在打进亚洲杯 8 强乃至闯入 4 强
的国足来说，阵容和战术上的优化
调整迫在眉睫。1 月 11 日，国足将
迎来出线关键战，面对亚洲杯“新
军”菲律宾队的挑战。身处冷门迭
报的亚洲杯赛场，里皮和队员们必
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下半场调整致胜

虽然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参加亚
洲杯的新秀，但这支“神秘之师”依
然给国足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此前，
约旦、印度等“弱旅”先后爆冷显示
出，尽管今年亚洲杯首度扩军，但各
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并非用纸面就
可衡量。尤其是在小组赛开局阶段，
立足未稳的强队极易“翻车”。

国足在小组赛首战的上半场，似
乎延续了备战阶段的糟糕状态。开赛
后，里皮祭出了球员并不熟悉的 532
阵型，用三中卫保证防守强队的同
时，试图通过张呈栋在右路的突破和
调度为中国队打开局面。然而，国足
屡次传球失误以及对手利用翼卫空档
频繁反击，让国足进攻遇阻。于大宝
的上场虽然增加了锋线的强度，却加
剧了中场的真空。由于郑智停赛，国
足在缺少中场核心的情况下，单纯依
靠吴曦及池忠国的防守强度，很难在
攻防转换中占得便宜。

所幸，里皮在中场及时进行调
整。里皮在赛后也表示，中国队在很
多比赛中出现过上下半场表现不一样
的情况，虽然希望在上半场球员按照
自己的要求踢球，但很多时候不太理
想。因此，“我在中场做了该做的，
激励球员们在下半场踢好”。

主帅的“愤怒”唤醒了球员。随
着蒿俊闵的登场，国足在下半场回归
442 阵型。中场强度及创造力的提
升，解放了边路的进攻。随着对手体
力的下降，国足在左路踢得风生水

起。小将刘洋与老将郜林屡屡送上精
彩过人和高质量传中，为锋线创造不
少进球良机。国足扳平比分的角球机
会，正是由武磊在进攻中创造；而在
俱乐部踢了大半个赛季中后卫的“福
将”于大宝，也正是凭借左路的助
攻，为国足打进反超进球。

“上半场面对不利局面，我其实想
过会输球，但球员下半场踢得很好。”
里皮在赛后表示。中场及时调整“止
损”，让人们看到了老帅的观察和调度
比赛功力。不过，上半场的险情也说
明，“银狐”对于三中卫的固执追求，并
未在国足取得实效。率队的最后一次
大赛，里皮恐怕还得再务实些。

老将新人都有亮眼表现

首场比赛，中国队多名球员表现
不俗。后防线上，首次参加大赛的刘
洋可圈可点。由于主力后卫李学鹏在
亚洲杯前受伤，目前球队中仅剩刘洋
一名正印左后卫。面对压力，作为上
赛季中超的 U23 球员代表，刘洋在
同吉尔吉斯斯坦队的比赛中展现出攻

防两端的综合实力。从开赛阶段的紧
张，到逐渐放开、踢出自信，刘洋在
左路的带球与突破能力，有望成为国
足未来几场比赛的进攻利器。

坐稳中场的吴曦，是国足攻防的
重要核心。由于郑智缺阵，吴曦在比
赛中承担了更多的任务。进攻中，他
的头球及远射创造多次机会。于大
宝 的 进 球 ， 也 是 由 他 送 上 关 键 助
攻。随着郑智的回归，或是蒿俊闵
的登场，国足在中场的创造力有望
进一步增强。

在小组赛首场比赛开始前，就有
外媒预测，郜林有望扮演国足的“关键
先生”，比赛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
点。下半场，32 岁的郜林俨然成为球
队的进攻发动机，精彩的扣球过人更
是惊艳全场。在多名队友抽筋、受伤的
情况下，郜林打满全场，拼到了最后一
刻。赛后，门将颜骏凌也称赞道，郜林
是中国队本场取胜的突破点。

攻防隐患制约前行步伐

由于亚洲杯前热身赛成绩不佳，

此次出征阿联酋的国足前景并不被看
好。不过，一场及时雨般的胜利，还
是让球员和球迷找回了一些信心。在
赛后，进球功臣于大宝坦言，目前球
队非常团结，比赛的胜利能够缓解压
力。“希望接下来的两场比赛能打
好，小组出线。”

几天后，中国队将迎来小组赛的
第二个对手菲律宾队。虽然同样是首
次参加亚洲杯，但这支菲律宾队同两
年前 1:8 惨败给国足的那支球队相
比，有了不少变化。一方面，球队中
有多达 21 名归化球员，绝非传统的
东南亚球队，实力不容小觑；另一方
面，球队主帅埃里克森曾执教广州富
力、上海上港，对中国足球以及中国
球员了解匪浅。首战韩国队，菲律宾
队仅以1球小负，几次反击打得有声
有色。这支赛前公认的弱旅并非不堪
一击，国足要想取胜并顺利出线，还
得下一番功夫。

郑智的复出，对于国足来说是一
大利好消息。这名 38 岁的老将，如
今仍是球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尽管老队长的回归给球队吃了定心

丸，但国足还要解决攻防两端的诸多
问题。武磊肩部伤势不明，一旦次战
缺阵，无疑会给本就乏力锋线造成巨
大损失。此前，肖智和韦世豪也遭遇
伤病，谁来扮演解决问题的人，势必
成为国足次战的关键。

防线的隐患，也是需要里皮解决
的问题。无论是三后卫、四后卫还是
五后卫，目前国足在防范对手快速冲
击上仍存在不足。即便是面对吉尔吉
斯斯坦队这样的“新军”，国足的后
防线也一度在对手的冲击下风雨飘
摇。对阵速度更快的菲律宾队以及孙
兴慜回归之后的韩国队，中国队的后
防线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为此，国
足必须从战术布阵等方面进行调整和
弥补，以提升防守效果。

国足备战正紧，前方球迷也蓄
势待发、相伴相随。据悉，亚洲杯
期间，阿联酋华人华侨联合会组织
球迷现场观战，支持中国队征战亚
洲杯，其中不少球迷是专程驱车从
各地赶到球场。在未来的小组赛和
淘汰赛上，他们都将在现场为国足
呐喊助威。

“开门红”可喜
“拦路虎”得防

本报记者 刘 峣

回国只是探亲 未来仍将返美

近日，中国篮球队球员周琦出现在北京一
家训练馆练习远投。虽然是内线球员，但周琦
的 3 分球手感不错，命中率不低。在从美国回
国探亲近 1 周的时间里，周琦并没有丝毫放
松，每天都安排这样的训练。

2018 年 12 月 18 日，NBA 休斯敦火箭队官
方宣布，球队正式裁掉中国球员周琦。随后周
琦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声：“拼图，不是这一
块，会是下一块。梦不变，我在路上。”

周琦被火箭裁掉之后，没有被其他 NBA 球
队认领。近日，周琦返回国内，有消息称多家国内
球队与他接触。不过周琦对此表示：“我的团队目
前也在积极和 NBA 球队接触，这次回来主要是
趁着春节假期，探访亲友。这段时间我也会继续
努力，希望大家看到一个更好的周琦。”可见，留
在NBA打球仍是周琦的首要目标。

对于回到国内打球，周琦直言：“作为一名
球员，追求的永远是总冠军。但我也需要一些
挑战。”在他看来，选择到国内球队打球应是一
个全方位考量，既包括球队的实力和打法，也
包括球队所在城市的条件和影响力以及家人生
活感受等。

成长有目共睹 再难也要前行

虽然在火箭的生涯暂告一段落，但这两
年，周琦十分努力，成长有目共睹。

周琦在 2016 年 NBA 选秀大会上次轮第 43
顺位被火箭选中，2017年夏天与火箭签下一份
合同。从加盟火箭以来，周琦一共上场 19 次，
场均得到 1.3分和 1.2个篮板。他更多时候是在
发展联盟的毒蛇队打球，场均得到 11.2 分和 7
个篮板。在火箭不足两个赛季的时间里，他的
身体变得更结实，技术运用更加出色，心理也
更加坚强。

这源于周琦在训练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在上赛季结束时，周琦并未急着回国，而是留
在美国继续训练，提高身体素质和力量，同时
加强外线投篮能力。他解释说：“既然选择了来
美国，在这里的每一天都会全力以赴、尽可能
地提高自己。退路有很多，但向前的路只有一
条，我也不会允许自己后退，再苦再难也要继
续前行。”

在美国时，周琦一个人打理日常生活，训练、
康复、买菜、做饭、学英语、理解战术……对22岁
的周琦来说，这样的历练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积
累。在总结自己的留美历程时，周琦说：“我感
谢这种成长。”

选择十分关键 努力追梦就好

当下的周琦，无疑正处在人生的又一个十
字路口。

如果选择留在美国继续追梦，周琦急需
一份来自 NBA 球队的合同，并能确保打上
球 。 由 于 身 体 方 面 是 周 琦 被 火 箭 裁 掉 的 原
因，因此，进一步增强自身力量是周琦需要
认 真 对 待 的 。 为 此 ， 他 将 面 对 的 不 仅 是 孤
独，更需要在身体素质、技战术等方面作进
一步提升。

据了解，NBA近日开放了各队10天短合同

的权限，所有没有满员的球队都能够用10天合
同签下自由球员，这给包括周琦在内的自由球
员提供了重回 NBA 的机会。目前，NBA 有多
支球队球员位置有剩余，如果周琦能成功把握
住机会，就能继续留在NBA追梦。

如果选择回到国内打球，作为一名已经拿过
CBA冠军的球员，周琦需要一些挑战，以获得更
好的成长。当然在具体操作上，周琦需要迈过注
册关卡。而周琦能否顺利回国打球，将对今后中
国球员出国打球产生风向标式的影响。

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周琦都应将打上球、
促提升作为目标。这种关键抉择和磨砺对于处
于上升期的周琦来说，是一种痛苦的蜕变，过
程艰难但前景光明。期待周琦在追梦路上越跑
越扎实、越跑越成熟。

周琦：继续追梦
本报记者 彭训文

被美职篮（NBA）休斯敦火箭队裁掉的中国球员周琦日前回到中国，他的下
一步去向成为篮球迷关注焦点。国内多家球队对周琦表示出浓厚兴趣，不过周
琦称此次回国目的是探亲，之后将返回美国等待机会。

追逐梦想，过程同样重要。在2018年12月知道被裁时，周琦在个人社交网
站上说：“梦不变，我在路上。”在火箭的两个赛季，对年轻的周琦来说是追梦
路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如何把握好未来，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备战澳网备战澳网

近日，各国选手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训练，备战将于 1月 14日拉开帷
幕的2019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图为中国选手彭帅在训练中。 白 雪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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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守门员颜骏凌 （左二） 与队友刘洋庆祝比赛胜利。
新华社记者 丁 旭摄

中国队守门员颜骏凌中国队守门员颜骏凌 （（左二左二）） 与队友刘洋庆祝比赛胜利与队友刘洋庆祝比赛胜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丁 旭旭摄摄

中国车手亮相达喀尔拉力赛

近日，第41届达喀尔拉力赛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发车仪式。图为勇之队
车手中国车手梁玉祥 （右） 和领航员寇洪涛在发车仪式上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记者 李 明摄

冬奥会延庆赛区综合管廊隧道贯通
据新华社电 从北京市重大项目

办获悉，2022 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
区综合管廊隧道 1 月 7 日全线贯通，
将为延庆赛区造雪用水、生活用水、
再生水、电力、电信及有线电视等硬
件接入提供通道。

据介绍，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核
心区位于小海坨山南麓，将建设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
个竞赛场馆和延庆冬奥村、山地新闻
中心两个非竞赛场馆。综合管廊是延
庆赛区的基础性保障工程。

亚洲杯国足首轮取胜 11日将战菲律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