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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劲可嘉 看清现实

世界杯4场比赛，中国女足收获
1 胜 1 平 2 负。无论从场面还是结果
来看，这支颇具朝气的球队已经发挥
了正常水平。尽管在泪水中遗憾出
局，但女足姑娘的拼劲和精神，足以
赢得球迷的掌声。

在自己的第七次世界杯之旅，中
国女足踢出了自己的特点。首战前世
界冠军德国队，中国女足令人眼前一
亮。面对对手的狂轰滥炸，中国队稳
住防守，多次通过反击创造得分机
会，最终仅以1球小负。小组赛第二
场，面对实力最弱的南非队，中国女
足稳字当头，小胜对手，基本确保了

出线资格。关键的最后一战，中国女
足顶住了西班牙队的如潮攻势，齐心
协力守住一场平局，顺利闯入16强。

事实上，同意大利队的1/8决赛，
颇能让人认清中国女足的真实能力。尽
管世界排名只比中国女足高出1位，但
近年来成长迅速的意大利队整体实力
明显好过中国女足。比赛中，一反常态
倾力进攻的中国队，反倒暴露出把握机
会能力和整体防守能力上的短板。

入主中国女足1年多，贾秀全让
中国女足在整体战术和体能储备上取
得了不小的进步。作为一名“体系
型”教练，贾秀全治下的球队依靠团
队配合弥补了个人能力的不足。为备
战世界杯，中国女足在过去一年组织
了近 10 次集训，并通过与“假想

敌”的热身赛进行有针对性的备战。
而王霜等核心球员的成长，也为球队
突破“上限”提供了保障。从上届世
界杯的郝伟，到本届世界杯的贾秀
全，两名“土帅”的接力，确保了

“铿锵玫瑰”仍处于世界前列。

欧风劲吹 强敌环伺

本届世界杯的一大趋势，是欧洲
女足的整体崛起。8强中，欧洲球队
占据 7 席；4 强中，欧洲球队占据 3
席。其中，英格兰、法国、意大利、
荷兰等球队，此前大都属于欧洲二
流，得益于近年来的迅速成长，这些
来自拥有深厚足球底蕴国家的女足球
队，已经有了挑战“旧实力”的野心

和能力。强敌环伺，中国女足未来的
挑战恐怕会越来越多。

同欧洲球队比，中国女足差距在
哪儿？从与德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两场
比赛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女足努力依
靠整体战术力拼对手，但欧洲球队的
比赛节奏更快，球员的个人能力更
强，身体素质、技战术水平都要高出
一筹。面对对手的强大攻势，中国队
往往只有招架之力。囿于多年来训练
理念、体系和方法的积弊，这些差距
短时间内难以弥补。

从更大的发展环境来看，欧洲足
球在青训基础、训练理念、联赛竞赛
体系等方面都具备强大优势。当欧洲
足球开始“觉醒”，将更多的资源投
入女足时，其基础和理念上的优势就

迅速显现出来。4年前的加拿大世界
杯，首次参赛的西班牙队小组出局，
而意大利队连决赛圈都未进入。但仅
仅4年后，这些女足新贵就拿出了令
人惊艳的表现。

此外，男足对女足的支持，是这
些欧洲女足成长迅速的重要原因。尤
文图斯、巴塞罗那等欧洲豪门球队，
近年来建立了女足球队，并为其提供
训练设置、培养体系、足球理念等方
面的支持。在男足强大底蕴和资源的
支持下，女足联赛的完善、女足水平
的飞跃也就水到渠成了。

按规办事 绽放可期

如今，全球女足的势力版图已与
男足有趋同之势。男足反哺女足、联
赛反哺国家队的趋势愈发明显。女足
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取决于

“按足球规律办事”的决心和成效。
从上届世界杯的8强，到本届世

界杯的 16 强，中国女足发展的积弊
和深层次问题正逐渐暴露。由于对女
足发展的重视和投入不够，女足后备
人才的培养体系薄弱，职业联赛体系
搭建不完善。这些中国足球发展的

“通病”，需要有“一揽子”的方案，
进行持续关注和解决。

在多个足球强国发力女足的情况
下，如果中国女足的青训体系和国内
联赛体系搭建不完善、球员的“在

职”和退役待遇得不到保证，即便女
足的成绩能够维持在世界前 16 名的
水平，与对手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这显然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

为备战法国世界杯，中国女足从
去年 11 月便进入了集训状态。为了
给世界杯让路和备战东京奥运会，今
年中国女超联赛被安排在7月中旬到
9月下旬之间举行，以往持续大半年
的赛程被压缩到2个多月，反倒更像
是一场赛会制的比赛。

职业联赛是女足发展的根基之
一。如何提升女超联赛的水平，为国
家队提供选才平台，考验着足球管理
部门的智慧。中国的女足职业联赛需
要更职业的运作、更多球迷的关注。
只有如此，才能让新老国脚在联赛中
得到更多更好的锻炼和机会。尤其是
随着王霜的回归，女超联赛应当以此
为契机，向职业化的方向继续进发。

按照规划，从明年开始，各中超
俱乐部必须拥有一支参加女超、女甲
或女乙联赛的球队。这一举措将为男
足“反哺”女足，联赛“给力”国家
队提供更大的空间。

看到差距才能找到方向。中国女
足的困境，其实也是中国足球的整体
环境所致。所幸，有足球改革的大目
标在前，如果有更多的女孩子来踢
球、有更多的基层和青训教练作指
导、有更专业的比赛练兵选才……中
国女足的重新绽放前景可期。

中国女足中国女足 差距在哪儿差距在哪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被北京球迷戏称为“马政委”的原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球员马布
里，如今成了“马指导”——北控队新任主帅。而同样引发球迷热议
的，是一些入籍球员在中超联赛和国家队比赛中的精彩表现。

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总体看，当然是好事。所谓“良禽择木而
栖”，中国体育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教练、外籍运动员投身其中，
这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日益开放的生动体现，也印证了当今竞技体育全
球化、职业化的趋势和潮流。当优秀人才向华流动、愿意来华工作生
活，并符合相关资格和规定时，我们大可顺势而为。

国际体坛诸多事例已经证明，聘请优秀的外教、外援的确能在短
时间内改变一些运动项目的落后局面。中国奥运军团如皮划艇、曲棍
球、击剑、花样游泳等项目教练组成员中，外教的身影早已出现，且
执教成绩大多不错。而在冬季运动、足球等项目中，一些优秀外籍运
动员的加入，则能填补相关短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教、外援大
都是该领域的优秀人才，熟谙项目发展规律，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如
果国内教练员、运动员能够见贤思齐，进而转化为该项目发展的动
力，那体育引才就发挥了巨大价值。

当然，在体育引才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不好倾向，不要走极端路
线。

一种倾向是患上“外援依赖症”。不管是外教还是外援，对一
个项目的确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把提升实力和水平的
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身上，就肯定有问题。比如亚洲杯新科冠军

卡塔尔男足，虽然有归化球员功劳，但他们早在 2006 年就请来西班牙籍教练，且一直坚
持同样的青训理念。正是足球教育的整体进步，才造就了卡塔尔男足近年来的崛起。在
引才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坚持选择那些能力突出、能够把先进体育理念与中国体育
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融会贯通的优才，还要破除一些陈旧观念、体制机制的束缚，既
给这些优才充分施展的空间，又要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

另一种倾向是“完全排斥论”。一个优秀运动员对一个项目的发展、对青少年参与的带动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姚明之于篮球、刘翔之于田径、李娜之于网球等。这样良性的循环
已经被多次证明。不过，如果把这个循环反过
来，往往不那么容易。当然，这绝不是说青训、
青少年兴趣培养等基础性工作不重要，而是说如
果有明星运动员的榜样、示范以及由此带来的好
成绩，其实更有利于引导、培养青少年对一个项
目的兴趣，进而投身其中。二者是相互促进关
系，而并非彼此妨碍。

放眼世界体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
象是大趋势。如何顺应大势？中国体育从来都是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理论加实干的战略，开启了
中国人的思想之门。如今，当体育改革已进入深
水区，更需继续秉持竞争意识，助推中国体育开
启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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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帆船大奖赛纽约站落幕
中国队排名第四

本报电（记者李晓宏） 经过激烈角逐，全新的世界
帆船联赛——国际帆船大奖赛纽约站赛事日前在美国收
官。找到自己节奏和信心的中国队发挥出色，取得第四
名的成绩，将总积分榜上的排名升至第五。

“中国队参加这一国际顶级赛事即迈出成功的第一
步，两天来，队员们在‘世界之窗’纽约的奋力拼搏展
示了勇敢顽强的气概，不管最终成绩如何，只要坚持努
力终有一天会站到领奖台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到
场慰问时表示，中国有悠久的帆船航海史和良好的海岸
线，加上近年来国家的鼓励政策和帆船产业的快速发
展，中国的帆船运动一定能迎头赶上。

首届国际帆船大奖赛有中国、英国、澳大利亚、
日本、法国和美国 6 支代表国家参赛的船队，选用先
进 的 F50 水 翼 双 体 船 ， 操 作 难 度 系 数 大 。 比 赛 分 5
站：悉尼、旧金山、纽约、考斯和马赛。每一站分数
累计计算，最终决出冠军。据悉，明年赛季将增加中
国站。

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接近尾声。此前，无
缘8强的中国女足队员已经回国，各自备战即将
开始的女超联赛。

对中国女足来说，世界杯16强是一个现实
而又有些苦涩的成绩。毕竟，7次参加世界杯，
16强是历史最差战绩。可环顾如今世界女子足坛
的势力版图，16强又是目前中国女足比较合理、
可以接受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临近和欧洲
诸强的崛起，中国女足的未来挑战只会比现在更
多。变革，已经时不我待！

据新华社电 （记者公兵、周畅、
刘旸） 即将参加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的中国大学生女足 7 月 1 日
与南非队踢了一场热身赛，结果双方
2 比 2 战平。中国队主教练余东风介
绍，热身赛暴露出中国队精力不够集
中、领先后不知该怎么打等问题，但
球队对晋级八强抱有信心，并争取拿
下第一场球。

余东风说：“今天这个热身赛是
南非队主动要求跟我们打的，我们也
正好锻炼一下。整个情况不是很好，
主要体现在身体对抗上。但热身赛也
达到了预期效果，这体现在拉体能、
适应激烈比赛节奏上。”

余东风认为这场比赛暴露出中国
队精力不集中的问题，“我们上半场先打
进一个，后来被别人连续打进两个，领先
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打了。我们在紧逼、
快速拿球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余东风说，队伍此前在大连进行
了十几天的集训，时间很短，所有人
凑齐的时候“只有一天”，原因在于
学生们要考试、代表学校参赛或者参
加毕业典礼等。队员们来自 7 所高
校，她们是从各个学校推荐的80多人
中选拔出来的，因此磨合难度很大，
甚至有些队员的场上位置也做了调
整。不过，余东风认为，虽然这种多
校选拔的方式给队伍整合带来了难

度，但是较之以往多数队员来自一个
高校是一种进步，因为这会推动更多
高校开展女足运动。

对于小组赛首个对手墨西哥队，
余东风表示墨西哥队的个人能力较
强，但这主要还是停留在上届比赛的
认识层面，因此这场比赛将是一场

“遭遇战”。按照赛制，小组前两名晋
级八强，对于晋级八强余东风是抱有
希望的，但“肯定要尽最大努力，先
拿下第一场球，这样的话就好打了”。

中国队与墨西哥和俄罗斯队同在
B 组，中国队将于 4 日对阵墨西哥
队，6日迎战俄罗斯队。

热身赛战平南非 中国大学生女足备战那不勒斯大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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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跳水队公布世锦赛名单
曹缘身兼三项创历史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书光） 7月1日，正在山东济南集训的
中国跳水队公布了18人的光州游泳世锦赛参赛名单，由奥运冠
军施廷懋、陈艾森和曹缘领衔，其中曹缘身兼三项创历史。

今年 5月 27日以来，中国跳水队开始在山东训练基地进行
为期六周的封闭训练，训练将于7月6日结束，他们7日将从北
京出发奔赴韩国征战世锦赛。

据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介绍，在济南期间，跳水队安排
了四次测验，有一些项目比较出色，比如男女跳台水平比较
高，女子3米板单双人都属于正常水平。最近一次测验，男子3
米板双人还不错。

根据前期综合考量，中国跳水队1日公布了光州世锦赛参赛
人选，男女各 9人，分别是男子的陈艾森、曹缘、谢思埸、杨昊、杨
健、彭健烽、王宗源、练俊杰、邱波；女子队是施廷懋、王涵、张家
齐、陈芋汐、卢为、昌雅妮、陈艺文、司雅杰、林珊。

对于光州世锦赛的13个项目，周继红表态将全力以赴，“因为
都是最后的冲刺，我们要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但是我们也有信
心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争取在光州世锦赛上取得好的成绩。”

7月1日，中国队球员辛恬 （右） 在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记者 孟永民摄

马布里马布里马布里

中国队队员中国队队员、、教练员在比赛前加油教练员在比赛前加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丁 旭旭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