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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联酋沙迦 10 月 6 日电

阿联酋当地时间 7 日晚，中国

男足将在沙迦迎战越南队，力争取

得世界杯预选赛 12强赛首胜。

将一场 12 强赛第三轮的较量

定义为“生死战”或许为时尚早，

但对于遭遇两连败的中国队，如果

想要保持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希

望，本场已不容有失。

从各项数据看，国足理应赢：中

国队世界排名 75位，高于越南队的

95位；在小组中，中国队是第四档，

越南队是第六档；翻开两队的历史

交锋记录，中国队未尝一败；在沙迦

集训近一个月的中国队，对天气和

球场的适应也远好于对手……

取胜是摆在中国队主教练李

铁面前的唯一选择。在赛前采访

中，武磊也表示：“我们所有人的目

标就是要取得胜利，大家都非常有

信心，要把这场比赛拿下。”

但越南队也远非吴下阿蒙。从

2018 年 U23 亚洲杯夺得亚军到

2019 年亚洲杯进入八强，越南足球

正在迅速崛起，其“小快灵”的打

法特点鲜明。在 12 强赛前两场比

赛中，越南队虽然同样两战全负，

但依靠坚决的防守反击展现出了

比中国队更好的比赛内容，李铁的

球队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可以预见，全力争胜的中国队

会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策略。平均

身高较矮的越南队最大弱点是防

空，而主力门将邓文林的受伤使得

越南队处理高空球的能力进一步

下降。利用好边路传中和定位球机

会，是中国队的求胜关键。在此指

导思想下，张玉宁、阿兰都有可能

获得首发机会，与武磊和艾克森搭

档锋线。李铁还在 5日训练前特地

安排郭田雨接受采访，这名 1米 92

的年轻中锋也有望在本场比赛完

成成年国家队首秀。

习惯采取“三中卫”战术的越

南队，在两位边翼卫助攻时，容易在

肋部留下空档。在越南队与沙特队

的比赛中，沙特队多次利用中锋回

撤接球，肋部插上的战术打穿越南

队防线。武磊、艾克森都是冲击肋部

空档的高手，中国队也应有所准备。

由于朱辰杰、李磊等球员的受

伤，后防线上留给李铁的选择不会

太多。及时伤愈的张琳芃大概率将

与蒋光太搭档中后卫，王燊超和王

刚则将坐镇左右两边。在防守端中

国队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越南队的

“阮氏三杰”：进攻核心阮光海突

破能力强同时具有一定的远射能

力，中锋阮进灵有着不错的身体素

质和冲击力，赛前火线复出的“越

南旅欧第一人”阮公凤小技术娴

熟。阮光海长传找后插上的阮进

灵，是越南队在反击中的重要进攻

手段，这要求颜骏凌及时扩大防守

范围。阮公凤是越南队中场配合的

主要发起点，他的对抗能力较差，

中国队需要进行重点压迫。

在技战术层面之外，12 强赛更

是心理的较量。中国队在必胜目标

下，巨大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越南

队对此也心知肚明，阮进灵就在采

访中给中国队施压：“中国队面临

必须获胜和保住出线机会的压力，

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

球员在重压下心态失衡、动作

变形，曾经多次成为国足梦魇。一

旦比赛开局不顺，如何帮助球员们

减压来发挥出正常水平，才是李铁

面临的最大考验。

进一步一切皆有可能，退一步如

临万丈深渊。目前中国队的境况，与

6月40强赛对阵菲律宾队赛前极为

相似。2：0击败菲律宾队，让中国男

足的40强赛征程豁然开朗。对于现

在饱受争议的李铁来说，一场急需

的胜利，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记者 甘 慧

晨报讯 越南足球， 曾是

中国足球刷净胜球的对手 ，可

如今再次面对这个对手， 中国

足球俨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底

气。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足球与

越南足球选择了两条完全不同

的发展道路， 也或许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目前这种格局的变

化。

在老一辈的球迷心中 ，越

南足球肯定是一个不足挂齿的

对手，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双

方有过 6 次交手记录， 中国队

全部获胜且净胜 17 球，这是绝

对碾压性的优势。 只是此一时

彼一时， 如今的越南足球已非

很多人印象中的鱼腩球队。 当

中国足球大搞“金元足球”的时

候，越南足球一步一个脚印，扎

根青训。

2007 年， 越南与阿森纳合

作， 引进英超先进的青训理念，

建立足球学院，挖掘有潜力苗子

加以培养 。 据相关数据显示 ，

2007 年该学院在 7000 名报名

的学生中留下了 16 人，而 2009

年更加恐怖，学院在接近 10000

个候选人中最终只选择了 10 个

人。 被选中的孩子将接受学院 7

年的培训，这期间学院不仅承担

他们的学费， 还会教授他们英

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十几年后，

该学院为越南各级国字号输送

了十余名国脚，有着“越南梅西”

之称的阮公凤，越南队后防铁闸

梁春长都来自该学院。 而在越

南，类似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足

球学院还有不少。比如胡志明市

的 PVF 越南足球发展基金队借

助曼联的力量，聘请传奇球员吉

格斯担任青训总监，斯科尔斯担

任技术指导，法国名帅特鲁西埃

担任技术总监成立的 PVF 足球

学院。 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锦

赛中，越南国奥队中有 8 名球员

毕业于该学院。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特

鲁西埃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越

南是 10 年前着手打造青训体系

的， 如今他们依旧在耕耘这一

块。越南努力耕耘青训也有了收

获，这些年越南足球展现出了质

的改变，成绩也有突飞猛进。 他

们在东南亚运动会夺冠、U23 亚

洲杯亚军、亚洲杯 8 强、40 强赛

出线……越南足球正在迅速崛

起。

在与中国足球的交锋中，越

南足球也在一点点扭转当年的

颓势， 至少在青少年队的层面，

中国足球已经很难再压制越南

足球了。2014 年 U19 亚青赛上，

越南 U19 国足以 1：1 战平中国

U19 国足。 4 年之后，越南 U22

国足在中国举办的 U23 亚洲杯

中闯入了决赛。 2019 年， 越南

U22 国足又在黄石国际友谊赛

中，以 2：0 战胜了希丁克带队的

中国 U22 国足。

不管北京时间 10 月 8 日凌

晨进行的世预赛 12 强赛的中越

之战的结果如何，中国足球正在

一点点被越南足球赶超，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

记者 甘 慧

晨报讯 北京时间 10 月 8

日凌晨 1 点，世预赛 12 强赛中

国队与越南队的比赛，将在阿

联酋沙迦进行。赛前，越南方面

口出狂言，要用犀利的反击，把

中国队打得稀巴烂。越南队对

于中越之战确实也非常重视，

专门请来了“秘密武器”朴忠

均对付中国队。

世预赛 12 强赛抽签分组

揭晓之后，越南队就特别重视与

中国队的这场比赛。朴恒绪的越

南队教练组，请来了“秘密武

器”，那就是韩国籍教练朴忠

均。朴忠均作为崔康熙的助手，

两人共事过多年。当年，崔康熙

赴天津权健上任之前，朴忠均为

他打前站。朴忠均在天津权健的

执教经历，让他对中国足球以及

中国球员也非常熟悉和了解。

此次朴忠均与越南队签订

的是一份短期合同，合同期是

2021 年 8 月 12 日至 2021 年

10月 22日。显然，朴忠均是朴

恒绪专门请来对付中国队的

“秘密武器”。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朴忠均表示，“朴恒绪教练

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他打好 12

强赛，我不确定自己对球队有

多大帮助。不过我会尽自己所

能，用我积累的经验，帮助越南

队取得最好的成绩。”

虽然越南国家队还从没有

战胜过国足，但是此番交手，越

南队信誓旦旦。越南队主教练

朴恒绪在得知国足与叙利亚的

赛果后表示，中国队的体力只

能坚持 30 分钟，如果球队能顶

住中国队开场前 30 分钟进攻，

就有希望获胜。

越南足球专家武广辉更是

声称越南队可以靠反击把中国

队打得稀巴烂，“理论上，中国

队的实力比澳大利亚和沙特要

弱，因此对越南来说，比赛将更

容易一些，我们能够更好地发

挥自己的优势，毕竟越南拥有

一批速度快且技术出色的球

员。越南队的立足之本仍然是

稳固的防守，我们的优势在于，

即使对手知道我们要打反击，

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踏入陷

阱。我们可能就像一个拳击手，

大部分时间都在防御，但只要

有机会就能发起犀利的连续攻

击，将中国队打得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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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红木家具 . 老家具 .字

画 .扇子 .印章 .像章 .老

服装 .小人书 .紫砂壶 .

玉器 .瓷器 .地址:多伦路
160号 （近 四川 北 路 ）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物资回收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5179 可先来我家看看住徐汇花园洋
房大学教授 71 岁丧偶多年孤独无亲
人先夫留遗产多房富裕身体好寻位和
气心善真心男士上门(女付)63337606

C5180 住徐汇洋房女公务员党员退休
61岁未婚貌美肤白丰满有多房开厂父
母过世无兄妹寻 81 岁内男士入住我
家会把一切交给你 （女付 )53833358

C5181 子女再孝不如老伴亲请入住我家开支
我来富有住黄浦新房女中医教授 77 岁丧偶
未育健康显年轻继遗产无兄妹觅 91 岁内可
速婚男士如有子女我愿奉献 (女付)63337606

C518! 可家访给你幸福我开支无亲人
女教师党员退休 57 岁丧偶住徐汇 5/2
另另有多房出租薪丰寻 77 岁内无房
男入住有孩财产付出（女付 )53833358

C5183不求富贵只求平凡女 67岁丧偶
未育电力公司退休肤白漂亮条件优孤
独急寻 87 岁内关爱男(女付)63337606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55号（近肇嘉浜路）

63!3!58! 137017!!984 沙先生

越南队找来“秘密武器”对付国足
与曾在天津权健执教的韩国籍教练朴忠均签订短期合同

[赛事前瞻]

重压下，国足力拼首胜

[新闻背景]

碾压越南足球已成历史

12强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首发球员在开赛前唱国歌。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