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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更替加快

新一期国家队中，最受关注的莫
过于“二李”——里皮和李可。

重新执掌帅印的里皮，迎来了一
个不错的开局。相较于上届 12 强赛
中期匆匆接手、首场比赛被卡塔尔逼
平的开局，“二进宫”的“银狐”显
然有更从容的心态和相对充分的准备
时间。在对阵菲律宾队的比赛后，老
帅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甚至还在
发布会上开起了玩笑——“球员来到
国家队压力不一样，身上的球衣也许
都会重20斤。”

里皮的从容也体现在球员的选择
上。相较于年初在亚洲杯上以老将为
主的求稳阵容，“里二期”国家队迎
来了诸多新面孔。对此，里皮表示，
会给年轻球员更多机会，让他们尽快

成长。
在此次国家队名单中，除了归化

球员李可首度亮相外，18 岁的朱辰
杰、22 岁的王子铭、25 岁的冯劲等
年轻球员都首披国家队战袍登场，表
现可圈可点。谢鹏飞、李磊、杨立
瑜、贺惯等球员，此前在国家队的亮
相和出场机会也不多，但随着郑智等
老将逐渐淡出球队或转向教练席，年
轻球员和中生代球员将更多承担起冲
击卡塔尔世界杯的重任。

更重要的是，中国球员的态度和
精神面貌也得到了里皮和球迷的肯
定。过去一年，里皮曾多次批评中国
球员的比赛态度。亚洲杯同伊朗之
战，后防线的失误也让里皮罕见地发
了火。此番老帅回归，新老国脚拿出
了百分之百的拼劲，左后卫吉翔还为
此付出了受伤的代价。

开好头自然关键，但国足的“大考”

马上就要到来。7月17日，40强赛的分
组将见分晓。随后，国足将于9月10日
在客场迎来首战，留给里皮和国脚的备
战和调整时间并不多。

入籍球员亮眼

在同菲律宾队的比赛中，首披中
国队战袍并跟唱国歌的李可引人关
注。这名本赛季从英国加盟北京国安
的球员，创造了中国足球值得铭记的
一刻。

本赛季，李可和侯永永入籍加盟
中超，具备了代表国足参赛的资格。
其中，李可在中超联赛登场9次，打
进两个进球，率先凭借稳定的表现得
到了里皮的青睐。

从热身赛中的表现来看，李可
在后腰位置展现出了不俗的拦截能
力和预判意识。在郑智淡出阵容之

后，李可的加入弥补了国足在关键
位置上的弱点，也有效解放了蒿俊
闵、吴曦等中场组织核心，提升了
国足的中场创造力，为里皮的阵容
调配创造了更多空间。毫无疑问，
李可将成为国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
的重要球员之一。

据悉，除了李可，还有多名球
员也在入籍的候选名单之列。其中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上海上港前锋埃
尔克森和最近返回广州恒大的高拉
特，两人都已在中超效力满 5 年或
即将满 5 年。如果这两名实力强劲
并熟悉中超联赛的球员能够加入中
国国家队，将极大提升国足的锋线
强度。

尽管入籍球员进入国足引发不少
争议，但在卡塔尔世界杯确定不扩军
的背景下，国足要想以现有的阵容闯
入 12 强赛并冲击世界杯，如果没有

几名关键的强力球员帮助，恐怕难度
不小。因此，国足向入籍球员敞开大
门的目标，就是实现打进卡塔尔世界
杯的目标。而参加世界杯，对于现阶
段的中国足球来说，其示范效应和积
极影响不言而喻。

青训缺失之痛

在国足进行两场热身赛的同时，
中国国奥队也在荷兰主帅希丁克的带
领下出征土伦杯比赛。尽管在小组赛
中大胜巴林队，一雪土伦杯 18 场不
胜之耻，但国奥队仍不敌爱尔兰和墨
西哥，无缘小组出线。

事实上，今时国足面临的人才困
境与些许无奈的“归化”选择，正是
源自于多年的青训缺失。如果说目前
的成年国家队尚且能同日韩等对手一
战，后备梯队则已有被“碾压”的风

险——此前的“熊猫杯”比赛，U18
国家队三战皆墨排名垫底，冠军被韩
国队夺走；土伦杯比赛，日本队以小
组第一闯入4强，展现出极强的攻击
力；中国队已连续7届无缘的U20世
青赛上，日韩两队均从小组出线闯入
8强，韩国队更是闯入了半决赛；中
国队婉拒邀请的美洲杯比赛，日本国
家队一举派出了 18 名“97 后”出战
……这样的人才厚度之别，可以说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因 此 ， 无 论 是 聘 请 里 皮 还 是

“归化”入籍，终究只是中国足球
一时的治标之策。其最终目的是为
中国足球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人
才 培 养 机 制 。 中 国 足 球 的 长 期 发
展，还是要靠坚持青训。只有确立
长期规划并持之以恒、不打折扣地
执行下去，才能真正收获足球发展
的硕果。

三对三篮球：城市新名片

在 2019 国际篮联三对三世界巡回大
师赛 （成都站） 终极对决中，塞尔维亚
诺维萨德队以 21:14 战胜拉脱维亚里加
队，夺得本次赛事冠军。在 2019 国际篮
联三对三 ThinkPad 成都女子系列赛中，
澳大利亚队在决赛中以 21:15击败日本队
夺得冠军。

三对三篮球是街头篮球的一种，是流行
于城市的篮球比赛形式。国际篮联三对三系
列赛事是国际篮联重点推出的篮球赛事，在
全世界拥有6.5亿爱好者。2020年东京奥运
会，三对三篮球将正式加入奥运项目。

早在 2016 年，国际篮联三对三挑战
赛就落户成都。此后，三对三篮球大赛
纷至沓来。

2017 年，国际篮联三对三 U18 世界
杯落户成都；2019 年，国际篮联首创的
三对三女子系列赛也在成都亮相。国际
篮联官员直言，成都和谐、包容、开放
的城市理念和高能力的办赛水平，让三
对三篮球开始了全新的起步。

2018年，“一带一路”国际篮联三对
三国际挑战赛亮相成都。这也是成都市
着力打造的三对三篮球自创国际赛事。
同年，成都制定了未来五年的“3+2”实
施规划，把三对三篮球项目作为城市体
育营销、打造城市体育新名片的重头项
目，助推成都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今年 1 月 17 日，国际篮联与成都篮
协就 2019 年至 2020 年国际篮联三对三世
界巡回大师赛 （成都站） 和 2019 国际篮
联三对三 ThinkPad 成都女子系列赛正式
签约，这也意味着这项世界最高水平的
三对三篮球赛事连续两年落户成都，这

也是成都首次举办国际篮联的最高级别
赛事——十级赛事。

以赛事促城市发展

在此次比赛的开幕式上，国际篮联
授予成都“国际篮联三对三黄金主办城
市”奖杯。

“成都举办了很多高水平赛事。4 年
前开始举办三对三篮球的各类国际赛
事，应该说一年上一个台阶。赛事的精
心组织得到了国际篮联和参赛球队的高
度好评。而且成都的篮球氛围非常好，
观众非常热情。”国际篮联三对三赛事高
级赛事经理伊格纳西奥感叹道。

三人篮球在中国民间拥有广泛的群
众基础。据统计，仅成都一地每年就有
100多项比赛、1000支队伍参赛，超过万

人参与三人篮球运动。
打造赛事名城，需要构建完善的赛

事体系和重点赛事项目，三人篮球入
奥，无疑给这一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活
力。在此契机下，成都通过与国际篮联
战略合作，有针对性地引入高端赛事和
自创国际赛事，进一步扩大自有品牌赛
事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

今年，成都还将迎来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运动会、乒乓球世界杯、中国首个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成都马
拉松等 30 余项国际大赛，并将陆续主办
2021 年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2022 年第 56 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2025 年第 12 届世界运动会等顶级赛事。
这些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将进一
步提升成都体育设施建设水平和赛事组
织能力，为成都体育事业发展带来前所
未有的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冲击世界杯
国足靠什么

本报记者 刘 峣

中国足球从不缺少精彩的故事。
大洋彼岸，女足世界杯激战正酣，中
国女足正为小组出线而拼搏。在国
内，中国男足也开启了备战 2022卡
塔尔世界杯的进程。

两场热身赛后，“里皮二期”国
家队确保了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的
种子队席位，也为下一阶段的备战赢
得了主动。入籍球员的亮相和几名年
轻球员的加入，让新周期的国足有了
不一样的开始。

靠谁冲击 2022 世界杯？靠什么
推动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在“大
事”频发的当下，这些问题的答案正
渐渐明朗起来。

世界三对三篮球盛会落幕

成都打造三人篮球城市品牌
立 风

欢呼、尖叫、音乐、街舞……在四川
成都环球中心的三对三赛场，人潮涌动、
欢呼阵阵。由国际篮联授权、中国篮球协
会支持、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国际
篮联三对三世界巡回大师赛（成都站）和
2019国际篮联三对三ThinkPad成都女子系
列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14支职业男子代表队
和8支女子国家代表队在给世界球迷献上
篮球盛宴的同时，也让蓉城市民在家门口
看到世界顶级大赛而大饱眼福。

中赫国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落幕

埃因霍温队获冠军
据新华社电（记者汪涌、公兵） 荷兰著名球星范尼

执教的埃因霍温U18队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通过点球
大战，以6:5战胜巴西克鲁塞罗队，夺得首届中赫国安杯
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冠军。

据悉，本次比赛设定的参赛球员年龄为2001年1月1
日以后出生，共有8支球队参赛，河北华夏幸福和北京中
赫国安最终分列第七和第八。

中赫国安俱乐部副总经理张智君表示，尽管两支参
赛的中国球队战绩不佳，但通过与国外一流俱乐部青年
队的较量，找到了差距。中赫国安有决心把这项比赛办
成精品赛事，搭建起高水平的中外青少年足球交流平台。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猪场乡新春村位于乌蒙山深
处，那里的村民非常爱好体育运动。为了节约土地，新
春村把篮球场建在了溶洞里。

这个拥有阶梯观众席和表演舞台的 1000余平方米的
溶洞篮球场的建成推动了新春村体育运动发展，如今村
里7个村民组都组建了篮球队。平时大家在溶洞篮球场练
习，节假日进行比赛，春节期间还在这里举办运动会。

图为村民们正在溶洞球场上打篮球。
韩贤普摄 （人民视觉）

溶洞篮球场 圆了村民梦

中国队主教练里皮与球员李可中国队主教练里皮与球员李可 （（右右）） 在比赛后离场在比赛后离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曹 灿灿摄摄

中国队球员吴曦 （左） 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得分。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中国队球员吴曦中国队球员吴曦 （（左左）） 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得分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得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邓邓 华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