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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

间 9 月 12 日凌晨，恒大杯马德里足球

冠军赛秋季赛正式拉开大幕， 恒大西

班牙足校 U14、U15、U16、U17 四个年

龄段队伍悉数出击， 与马德里当地强

队一较高下。

恒大足球学校 2012 年成立，2014

年 10 月设立西班牙分校，13 岁以上的

优秀学生每年有 25 名被选拔到西班

牙留学。 2019 年起，每年在西班牙举办

“恒大杯”马德里足球冠军赛，邀请马

德里同年龄段最高级别联赛队伍参

赛， 确保恒大西班牙足校每个年龄段

的学生每周都有高水平、高质量、高强

度的比赛。 高水平的国际比赛偏少一

直是困扰中国青训发展的一大痛点，

而恒大在马德里的这项青训大手笔破

解了上述难题。

“恒大杯”马德里足球冠军赛每年

两个赛季， 每赛季有包括皇马、 赫塔

菲、巴拉多利德、莱加内斯等西甲俱乐

部梯队在内的马德里队和恒大西班牙

足校队参赛，赛期十个月，每周都有比

赛， 其中 4 个年龄段的恒大西班牙足

校队共参赛 170 场。

接受了春季赛历练的恒大西班牙

足校 U16 队不久前回国参加西甲希望

杯，成为唯一晋级四强的中国球队，显

示了整体对抗能力的进步。 依托马德

里冠军赛这一中国青训首个海外高水

平竞赛平台， 成立仅五年的恒大西班

牙足校正加速淬炼中国足球的希望之

星， 让优秀青少年人才源源不断脱颖

而出。

8 月底在昆明举行的西甲希望杯

上， 恒大西班牙足校 U16 队先后与巴

萨、马竞、塞维利亚三支西甲豪门梯队

过招， 包括小组赛少一人作战憾负巴

萨 U16、战平塞维利亚 U16、力克马竞

U16 等场次的表现均令人眼前一亮。

曾经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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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被骂

得狗血淋头； 再曾经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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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

代夫，更被批得体无完肤，男足国家

队曾经在对阵这支岛国球队时 “倍

感委屈”：大胜挨骂，小胜也挨骂，里

外不是人。

因为中国球迷和体育舆论场一

直都对中国队有很高的竞技成绩要

求，也有更强烈的精神追求：对阵所

谓的弱旅，一定要大胜 、完胜，而且

场面一定要热闹好看，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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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疲倦地奔跑，打出精气神。

终于， 在完成了这一切且客场

5:0

大胜马尔代夫之后，中国队也难

得地等来了一句“真香”的评价。

说起来， 里皮和卡纳瓦罗两师

徒今年都在干同一件事， 给各自执

教的球队更新换代，而且目前看来，

效果都挺理想。

在这届国家队当中 ，技术型

中场蒿俊闵、吴曦目前看起来将

成为球队核心，里皮正在全力

磨合“老中青”三代国脚，以选

出经验、天赋和冲击力兼备的

最强阵容 。 这也是球队在本

届世预赛第二阶段赛事中

一个重要的战术考虑 ，更

何况， 未来可能还会有个

别归化球员补充进阵容。

另外， 早前在国家队

比赛犯规之后回到恒大

接受过处罚的韦世豪 ，

明显是成长了， 他在场

上的表现有目共睹 ，在

赛场外的一个细节同样

不容忽略。 比赛结束的

绕场答谢环节， 走在队

伍最后的韦世豪， 不停

地将散落在场边的国旗

捡起来，要么递给场边的球迷，要么

披在自己肩上，看到这一幕，不少球

迷也对韦世豪送去赞扬，笑称“这个

昔日的’坏小子’终于长大了。 ”

而最受关注的归化球员艾克

森， 他的首秀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

容。 姗姗来迟的两个进球算不上什

么， 他对球队的运转调节和支撑作

用，才是让球迷倍感欣慰的。

艾克森在比赛中全力投入 ，并

没有凌驾于队友之上， 没有强行垄

断开火权 ，而是不断穿插 、回撤 、做

球，甚至多次后撤到中圈策应。由于

在中国踢球多年，而且在恒大、上港

两支强队先后效力， 他和大多数的

国脚都不陌生，浑然一体，根本看不

出来这是他第一次代表国足出战。

他在锋线上出色的护球能力 、

传切配合意识以及个人突破能力 ，

成为强化国足锋线的重要一环。 而

正是有了这个进攻支点，国足的“三

叉戟”得以屡屡发动二次进攻，武磊

的速度和冲击力、 吴曦的前插以及

老将杨旭的射手特点， 也不断发挥

出效果。 同时因为有了艾克森这个

支点，蒿俊闵的压力得到释放，直塞

球组织也更有针对性， 这都反映出

艾克森正积极融入全队。

足球场上用脚说话， 虽然艾克

森的中文还远未到能流畅交流的程

度， 但他用实际态度表明，“我就是

中国人”。

理性来看，“开门红”固然可喜，

但卡塔尔世预赛是一个漫长的征

程。里皮对此也看得很清楚，他赛后

再次提出球队精神面貌、 比赛态度

和专注度的重要性， 而这也是国足

能否如他所言变得“更为强大”的关

键所在。 白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天凌

晨， 凭借 C 罗个人独中四元上演大四

喜的表现，葡萄牙国家队在 2020 欧洲

杯预选赛 B 组，客场 5：1 大胜立陶宛。

这场比赛，C 罗创造了一系列纪

录，也征服了全世界的球迷，就连国际

足联官网都忍不住大加赞赏。

在 C 罗完成大四喜后， 国际足联

官方发文称：“C 罗到底是出生在马德

拉还是火星？近 27 场国家队比赛 C 罗

进了 32 球；93 个国家队进球=足球史

上第二人。 ”

昨天凌晨的立陶宛队，是第 40 支

被 C 罗攻破球门的国家队

（或地区代

表队）

，这个纪录无出其右。

在昨晨单场攻入 4 球后，C 罗的

欧洲杯预选赛进球达到了 25 球，成为

了历史上这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

这场比赛之前， 欧洲杯预选赛历史射

手王是罗比·基恩， 他的进球数为 24

球。

在国际足联提到的一项纪录中，

目前 C 罗的国家队进球总数为 93 粒，

他是当今足坛现役球员国家队进球最

多的，而梅西以 68 球的成绩排在第三

位。 如果将对比范围扩大到整个足球

史， 目前排在国家队射手榜第一名的

球员是伊朗球员阿里·代伊，他为国家

队出场 149 次，攻入 109 球。 以 C 罗目

前的状态， 他极有可能成为全球范围

内的国家队历史射手王。

葡萄牙国家队历史上只有 3 名球

员总共 4 次完成单场大四喜， 其中 C

罗个人包办了两次， 另外两次则是传

奇名宿“黑豹”尤西比奥和努诺·戈麦

斯完成的。

艾克森国足首秀表现出色

归化，看上去真的“很美”

首秀就梅开二度并帮助中国队以5:

0战胜马尔代夫队，艾克森成为了中国球

迷心中新的“国足英雄”。 相比起此前李

可在友谊赛上的首秀， 非华裔归化第一

人艾克森首次代表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

上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国足主帅里皮对于艾克森的作用给

予肯定，他表示，艾克森的专注度和拼搏

精神让他非常满意， 相信球队会变得越

来越强大。 国脚杨旭则说：“他

（艾克森）

的到来可以提升国家队的实力， 让我们

离世界杯更近一步。 ”

前国脚李毅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小组赛

（出线）

问题不大，真正的考验是

十二强赛， 不过那时候我们可能拥有的

不止艾克森了，进军卡塔尔不是梦！ ”诚

然， 对于中国队来说， 作为第一档的球

队，与第四档的球队马尔代夫之间，原本

便有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但不难看出，李

毅对归化球员有更多的期待。

日韩两国的球迷也十分关注艾克森

的表现，日本体育媒体《GEKISAKA》与

《FOOTBALL CHANNEL》 称艾克森的

表现是“对亚洲的威胁”：“艾克森自2012

年12月去到中国， 对广州恒大夺取联赛

和亚冠冠军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今年

他取得了中国国籍， 成为第一位没有中

国血统的归化球员。 昨晚

（比赛当晚）

是

他代表中国队出场的首场比赛， 他不仅

首发出场， 更是上演了打入两球的活跃

表现，堪称中国队5:0取胜的功臣。

当然， 也有对艾克森归化持消极态

度的，韩国媒体《sportalkorea》撰文称中

国队太过依赖艾克森：“赢一个马尔代

夫，就意味着中国队归化成功了吗？有什

么了不起的，还不是靠巴西人才赢的。现

在中国队已经开始大规模归化了， 目标

就是参加世界杯正赛。 ”

当然， 一两场比赛的胜利并不能归

化已经取得了成功， 但从艾克森第一场

比赛的表现看来， 归化有了一个相对成

功的开始， 也很有可能将解决国足多年

来“锋无力”的顽疾。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记者观察

中国队难得等来了“ 真香”的评价

独中四元助葡萄牙取得大胜

C罗奔着阿里·代伊的纪录去了

“恒大杯”马德里足球冠军赛秋季赛正式开战

艾克森首秀梅开二度令人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