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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3 亚洲杯小组赛 国足憾负乌兹别克斯坦

运气差，抓机会能力也差
□记者 王玮皓

昨日，U23 亚洲杯小组赛第 2 轮的对决中，国足迎战乌兹别
克斯坦。早早处于落后的国足在下半场发起狂攻，但错失多个志
在必得的机会，最终 0:1 落败。虽然小将们的进步有目共睹，但
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早早失球 国足状态来得慢
首轮比赛，国足 30 大胜
阿曼，韦世豪大放异彩，而乌
兹别克斯坦第一场 01 不敌
卡塔尔。对于乌兹别克斯坦
来说，此役是生死战，而如果国
足取胜，
则有望提前一轮出线。
此役，国足在首发方面，完全
沿用了上一场比赛的阵容，韦世
豪、巴顿和杨立瑜组成锋线，因伤
缺席首战的邓涵文和张玉宁本场
进入替补席。比赛开始后，国足
进入状态较慢，而背水一战的乌
兹别克斯坦大举进攻，国足后防
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左

边后卫李帅在对方的轮番冲击下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第 14 分钟，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国足禁区内造
成混乱，在前两脚射门被封堵后，
第 3 脚打门成功得手。
第 31 分钟，韦世豪曾经将球
送入对手城池，但因为冲撞门将
在先进球无效。半场结束前，国
足接连获得破门良机，韦世豪禁
区前沿送出直塞，左路的李帅包
抄到位将球顺势送向门前，只可
惜对手后卫抢先一脚将球破坏；
姚均晟的头球攻门直挂死角，被
对方门将飞身挡出。

围攻未果 终场前击中横梁

中国队球员高准翼在比赛中争顶 新华社

易边再战，
国足找到了自己的
节奏，牢牢压制住对手，比赛几乎
成了半场攻防战。虽然国足接连
创造出进球机会，
但杨立瑜在点球
附近的射门放了高射炮，
唐诗近在
咫尺的头球攻门也高出球门。补
时阶段，韦世豪中场带球连续过
人，长驱直入到禁区前沿起脚远
射，这脚打门质量极高，可惜欠缺
一点运气，
皮球重重砸在横梁上。
此 役 ，国 足 的 控 球 率 高 达
61%，11 次射门几乎领先对手一
倍，任意球和角球方面的数据也
大幅领先。赛前，没有人能够想

到国足可以压制实力强劲的乌兹
别克斯坦，虽然输球，但国足的表
现其实要比对手更好，球队的进
步有目共睹。
昨晚A组另外一场比赛中，
卡
塔尔击败阿曼。由此一来，
阿曼已
经提前遭遇淘汰。国足末轮对阵
小组
“领头羊”
卡塔尔，
而乌兹别克
斯坦则要对阵实力最弱的阿曼。
对于国足来说，这将是一场生死
战，即便取胜拿到 6 分，也不一定
能保证晋级淘汰赛。如果出现 3
支队伍同积 6 分，
还要通过最终的
净胜球决定小组出线名额。

务实引援打好基础 恒大目标全华班
□记者 管雪霏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近日连发两道公告，明确
理性引援、目标全华班！
1 月 9 日，第一份《公告》称：有关我俱乐部“以严重
超出中国足协设置的引援调节费标准的费用，引进正在
参加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球员”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紧接着 1 月 10 日，第二份《公告》称：从 2017 年开
始，我俱乐部明确外援引进要与中国足球水平相匹配的
原则，坚决不花高价到国外引进外援，坚决不搞外援的
引援竞赛，把工作重心转向青少年球员培养。我俱乐部
将继续坚定实施从恒大足校到俱乐部的青训“一条龙”
模式，到 2020 年逐步实现“全华班”的目标。

“丝路书香”

四国出版人在郑州培训
□记者 张丛博
本报讯 1 月 12 日，由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华出版
促进会承办，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等单位协办的第五期“丝路书香”
来华培训研修班在郑州开班，来
自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
蒙古等四国的 17 位出版人参加。
本期培训班在北京与河南两
地进行，邀请有关专家向四国出
版人介绍中国出版业概况及中华
文明与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情况，
并安排参观少林寺、陈家沟太极
文化基地等，以让参加培训人员
切身体会中华传统武术的博大精
深与中原历史文明的深厚积淀，
并深切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成
就。大地传媒下属 10 家出版社
还将与四国出版人深入交流，进
行版权贸易洽谈，预计输出近百
种优秀图书版权。
“我听说过五千年中华文明
看河南，这次有机会来到这里很
高兴，希望能多走走看看。”参加
此次研修班的孟加拉国出版人柯
修对大河报记者说，孟加拉国已
经出版了很多中国的优秀书籍，
不过有很多中国书籍是先英译后
再翻译成孟加拉文，所以难免有
疏漏和错误，希望通过此次与河
南出版人的深入交流，推动直接
互译工作，将更多河南以及中国
的优秀书籍翻译引进到孟加拉
国。此次河南之行的观感便可以
直接通过学员所在国母语来写作
出版，让人们深入了解中国的发
展成就和历史文化。
据悉，
“ 丝路书香”来华培训
研修班以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为主旨，分
批次邀请“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
人来华参加培训和实地考察、实
习。研修班以对口专业授课为主
要内容,以现场调研与技术指导
为平台，使来华培训人员广泛、深
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与
我国出版机构建立长久联系和沟
通渠道，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做好“民心相
通、文化相融”
的基础工作。

三个阶段性目标 重视青少年球员培养
早在 2010 年入主广州足
球时，许家印就表示，自己搞足
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普
及足球运动，促进中国足球水
平的提升。2012 年恒大足校
成立时，许家印再次公开阐述

恒大的长远目标是要从青少年
足球教育抓起，在未来 8 到 10
年内，将广州恒大打造成由清
一色国内球员组成的队伍。
2017 年 7 月 10 日，许家印
在俱乐部管理会议上明确地阐

述：
“ 首先，从恒大足校的成才
周期来看，恒大足校从 2012 年
开始招生，到 2020 年，8 年的时
间 ，13 岁 的 已 经 21 岁 了 。 因
此，从培养青少年的角度，我们
提出了（在 2020 年实现）全华

班。”
由此可见，许家印早在六
年多前就已经提出全华班目
标，从恒大足球的三个阶段性
目标来看，全华班目标与恒大
搞足球的初衷一脉相承。

目标内涵不断充实 2020 年实现全华班
为什么恒大要在 2020 年
左右实现全华班呢？因为其目
标明确，
且近些年不断在充实。
2017 年 2 月 13 日，许家印
在俱乐部管理会议上总结说，
恒大足球实现了第一阶段“打
出成绩、树立品牌、作出贡献、
奠定基础”的目标，并提出恒大
足球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打好
成绩、建好梯队、实现 2020 年

全华班”，同时，
“球队水平不能
降低、比赛目标不变”。
2017 年 3 月 9 日，许家印
在全国政协记者会上表示：
“中
超联赛引进外援要跟中国足球
的水平相匹配，俱乐部不能搞
外援的引援竞赛，要把投资重
心转向青少年培养，中国足球
才能长远发展。”
可见，许家印的全华班，是

冰上龙舟
世锦赛落幕
□记者 王玮皓 文 许俊文 摄影

以恒大足校为基础。而恒大足
校近年来在国内外比赛中拿到
100 多个冠军，让许家印感到
恒大“有底气、有基础、有信心”
在 2020 年实现全华班目标。
全华班的概念经历了六年
多的内涵补充，操作性越来越
强。全华班绝不是一夜之间弃
用高水平的外援。
“全华班不能
脱 离 成 绩 ，我 们 的 全 华 班 到

2020 年年底或者是 2021 年也
不排除还有 1 到 2 名外援，甚至
3 到 4 名外援。到时候要看恒
大俱乐部在国内的水平，还在
不在前三名，
这是基本条件。”
事实上，2020 年恒大全华
班的目标定位，就是恒大投身
足球以来，对自身队伍建设乃
至俱乐部发展方向所做的一次
最重磅的
“官宣”。

本报内蒙古多伦专电 经过
3 天的激烈对决，第一届世界冰
上龙舟锦标赛昨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多伦县落下帷幕。
经过一天激烈的比拼，12 人
龙舟 100 米直道竞速赛的冠军被
匈牙利摘得，成绩为 25.25 秒。在
12 人龙舟 200 米直道竞速赛中，
俄罗斯队以 44.99 秒夺得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