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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孙兴

慜

在英超热刺大

获成功， 还成功闯入今年的欧

冠决赛， 后有“李康仁一代”

在世青赛大放异彩， 韩国的青

训和人才储备， 怎能不令中国

球迷艳羡。

上届世青赛， 韩国队由

“巴萨三杰” 的李升

祐

和白胜浩

带队， 遗憾 1/8 决赛被葡萄牙

3:1 击败。 这一次， 韩国队出征

前就少了效力拜仁青训队的天

才攻击手郑优营， 一度不被看

好， 但此前一直在瓦伦西亚青

训体系锻炼的李康仁， 成为了

本届世青赛韩国奇迹的旗手人

物。

世青赛前， 因为有在西甲

和国王杯的出色表现， 李康仁

曾被国际足联和欧洲主流媒体

列为世青赛十大新星。 开赛之

后， 缺少拜仁新秀郑优营的韩

国队攻击端表现平平， 球队状

态也是慢热， 但李康仁从小组

赛第 3 场对阿根廷的出线生死

战开始爆发， 被推上攻击线的

他助攻吴世勋首开记录， 为球

队击败南美强敌进入 16 强立下

头功。

1/4 决赛对身体素质出色的

非洲劲旅塞内加尔， 李康仁献

出 1 球 2 助攻， 参与了韩国队

全部 3 个进球， 最终帮助球队

点球淘汰对手， 追平了韩国足

球在世青赛 36 年来的最佳成

绩。 而他在加时赛中助攻曹永

旭的那记精彩直塞， 也被前实

德外援安贞焕盛赞为把饼嚼碎

后灌到嘴里， 甚至用“

（韩国足

球 ）

出现一个大人物” 评价他

的整场闪光。

关键的半决赛， 韩国队实

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正是依

靠李康仁机智的快发任意球直

塞， 助攻崔浚射入创造历史的

绝杀球———这个精彩的定位球

助攻， 也让外界联想到了 1994

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和卡尼吉

亚的经典配合。

赛后，瓦伦西亚官方向李康

仁和韩国 U20 闯入世青赛决赛

表示祝贺，刚满 18 岁的李康仁 8

年前加盟瓦伦西亚梯队，一度被

认为是韩国未来的希望之星。 本

赛季开始他被瓦伦西亚主帅马

塞利诺提拔到一线队，迎来了足

球生涯真正的巅峰期。 在孙兴

慜

的“韩国一哥”盛名之下，李康仁

现在甚至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名

头———“韩国二哥”。

相比之下， 中国球迷满嘴

苦涩。 现实的情况是， 中国队

已连续无缘 7 届世青赛。 上一

次中国 U20 青年队在世青赛的

舞台上出战， 已经是 2005 的事

情了。 那届国青队走出了郜林、

蒿俊闵、 冯潇霆、 赵旭日、 陈

涛等一大批优秀球员。 但令人

遗憾的是， 那也成为了到目前

为止， 中国 U20 在世青赛上最

后的高光。 这也就意味着， 我

们的“90 后”， 一次世青赛也没

有进过。 当我们一边喊着中国

队要实现新老交替， 却发现最

后还是要依靠郑智、 郜林这样

的“80 后”。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NBA 总决赛第 6 场将在于北京时

间周五

（

14

日 ）

早上 9 点，在勇士队主

场甲骨文球场重燃战火。 虽然勇士队

上一场比赛在客场死里逃生， 不过回

到主场的他们依旧要面对严峻的形

势。 杜兰特复出首秀就再次受伤，而且

这次他肯定不会在总决赛期间复出

了。 目前，杜兰特已经前往纽约，接受

右脚跟腱伤势的检查。

杜兰特或许是勇士队阵中最重要

的进攻球员， 但勇士队并非只有杜兰

特一条“大腿”。总决赛 G2 和 G5，库里

和汤普森这对“水花兄弟”都证明了自

己的能力。 G5 最后 3 分钟，猛龙还领

先 6 分，接下来却只得到 2 分，被勇士

打出一个 9：2 攻击波， 这对猛龙打击

很大。 当时水花兄弟用连续 3 个高难

度三分球带走比赛。 水花兄弟这种惊

人的得分爆发力， 是勇士接下来最大

的倚仗。

当然， 勇士还有伊戈达拉的顶级

防守能力和经验， 可以寄希望伊戈达

拉限制莱昂纳德。 而且关键时刻，勇士

队还可以让格林防守莱昂纳德。 勇士

接下来 G6 拥有主场优势，这也提升了

他们扳平系列赛的几率。

猛龙在主场输掉 G5 后，球队士气

肯定会受到一定打击。 不过猛龙队头

号球星莱昂纳德来说， 其中的影响或

许可以忽略。“踏上赛场，屏蔽球迷的

声音，保持心理层面的专注度，控制失

误，避免犯错，保持侵略性，在 48 分钟

的比赛时间里都保持努力。 我们会带

着自信打球， 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吧。 ”莱昂纳德认为，勇士队是一支非

常“危险”的球队，尽管他们失去了杜

兰特， 但 G6 也不会因此变得容易应

对。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韩国国青首次打进世青赛决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羡慕，韩

国的足球小将们也要准备争夺世界冠

军了。 昨天凌晨的 U20 世青赛半决赛，

李康仁

（又译李刚仁 ）

任意球助攻崔浚

破门，韩国 1:0 击败厄瓜多尔，首次打

进世青赛决赛，他们将与乌克兰竞争冠

军。

韩国是时隔 20 年后， 再次打进世

青赛决赛的亚洲球队， 卡塔尔在 1981

年、日本在 1999 年都打进过决赛，不过

都只获得亚军。

厄瓜多尔是南美 U20 冠军， 淘汰

赛先后击败乌拉圭和美国。韩国则先是

击败了日本，然后在与塞内加尔踢到点

球大战才胜出，李康仁在这场比赛中打

进一球并有 2 次助攻。 李康仁今年才

18 岁， 目前效力于西甲劲旅瓦伦西亚

队。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夺冠热门意大

利 0：1 不敌乌克兰。 第 65 分钟，科诺普

利亚右路低平球传到禁区内，布莱萨跟

进推射得手，乌克兰 1:0 取得胜利。

“水花”起波澜，勇士还有戏

在总决赛第五战中， 勇士拯救了

一个赛点， 他们仍然有实现翻盘的机

会。 不过，德雷蒙德·格林的技术犯规

成为了球队一大隐患。 目前，格林本次

季后赛已经累计领到6次技犯，距离禁

赛只差一次。 按照规定，在季后赛累计

7次技术犯规将会被自动禁赛一场，格

林的技术犯规次数已经让他达到停赛

的警戒线。

格林不仅仅是勇士队的防守领

袖， 同时在进攻端也扮演着组织者的

角色。 根据数据显示， 在本次季后赛

里，当格林在场时，勇士场均能够赢下

6分， 这一数值在球队中仅次于杜兰

特。当格林不在时，勇士场均要输掉2.3

分，这项统计中他对球队的影响最大。

格林一向是一个情绪化的球员，

周五的比赛对于勇士和猛龙而言都是

一场输不起的赛事， 届时双方的身体

对抗也会更加激烈。 格林除了打出稳

健的表现外， 他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

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重蹈覆辙。

但无论如何， 格林的处境注定会

为勇士队带来负面影响。 格林极力控

制情绪和防守动作幅度的时候， 他的

防守效果肯定要下降。 为了“保护”格

林， 勇士队的队友也肯定会尝试在防

守端分担更多的责任， 这又难免会影

响到勇士队在攻防两端的化学反应。

而且一旦格林遭遇停赛， 我们可

以大胆预测， 即便能够将系列赛拖到

“抢七”， 没有格林和杜兰特的勇士也

绝无机会在客场卫冕成功。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格林或拖勇士“后腿”

观察

韩国足球进入人才井喷期

韩国队员在比赛中倒钩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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