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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杯已经落下帷幕， 年轻的德国队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事实上， 不仅德国战车， 本
届赛事还有多名出色的U23球员值得关注， 接下来就为诸位看官挑选10名球员逐一介绍。 考
虑到篇幅有限， 对于年轻人大户葡萄牙和德国， 我们各挑选2名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的球员。

□纪盈达

洛萨诺（墨西哥）
埃因霍温
1995.6.30

洛萨诺是目前在墨西哥国内被普
遍看好的未来领军人物。 这位在前不
久刚刚加盟荷甲豪门埃因霍温的球
员在未来的成就可能会超越 “小豌豆”
埃尔南德斯。 作为边锋队员， 洛萨诺
的速度和技术是毋庸置疑的， 但年仅
21岁的他略显瘦小， 在身体对抗方面
还有待加强， 同时在把握机会的方面
也需要一点点提高。 他出自帕丘卡队
青训， 2014年-2017年总共3年间他为
这支墨西哥劲旅出战120场 ， 打入 31
球 。 他还入选了墨西哥各个级别国家
队， 参加过 2015年 的 新 西 兰 世 青 赛
和 2016年里约奥运会。 本届赛事他出
场3次， 打入1球。

日基亚（俄罗斯）
莫斯科斯巴达克
1993.11.21

日基亚被认为是目前俄罗斯国内
最具有发展前途的后卫球员。他出生在
莫斯科的一个格鲁吉亚家庭，小的时候
他加盟了莫斯科火车头的青训营，但由
于得不到机会， 之后辗转多家球队，最
终在2017年来到莫斯科斯巴达克。 日基
亚无论在左后卫还是中后卫的位置都
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这得益于他出色
的脚下技术和异于同龄人的防守意识，
这一点非常难得。 而1.88m的身高让他
在具备身体对抗能力的同时又不失灵
活性。 本届赛事出场3次。

杰米·麦克拉伦（澳大利亚）
达姆施塔特
1993.6.29

麦克拉伦在联合会杯开赛前刚刚
加盟达姆施塔特， 下赛季将会征战德
乙联赛。 而在过去的2年， 他在布里斯
班狮吼有着不俗的表现， 53场比赛打
入40球。 他被认为是澳洲继维杜卡之
后最有可能在欧洲足坛占据一席之地
的9号球员 ， 上个赛季被评为年度最
佳。 他几乎具备优秀中锋的所有特质，
在比赛中他有着清晰的思路， 临门一
脚的功夫了得。 本届赛事出场1次。

图伊洛马（新西兰）
马赛
1995.3.27

图伊洛马是一个中场的全能球员，

擅长中场拦截，偶尔还能客串后卫。 18
岁那年他就代表新西兰国家队出场比
赛，同时和法甲豪门马赛签约。但4年过
去了， 这名已代表国家队出场20+的中
场球员依然没有在马赛获得什么机会，
目前只出场过2次， 还不及他在2015-
2016赛季租借至斯特拉斯堡所获得的
出场次数的1/4(9次)。 他的高光时刻出
现在世预赛和新喀里多尼亚的比赛，如
果不是他的门线救险，新西兰很难从客
场带走1分。 本届赛事出场3次。

巴索戈（喀麦隆）
河南建业
1995.10.18

光从外表来看，巴索戈并不像是一
位21岁的青年，但他在球场上表现出来
的活力却不输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年
纪轻轻的他经历丰富———出道于喀麦
隆的彩虹队，之后辗转于美国、丹麦，直
到今年初来到中国加盟河南建业。 2016
年11月与赞比亚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巴
索戈打入自己的国家队首球，之后在年
初的非洲杯上更是大放异，彩随队获得
冠军并被评为赛事最佳球员。巴索戈的
左脚非常神奇，总能在比赛中做出一些
令人惊喜的动作。来到中超可以让他的
荷包鼓起来，但包括喀麦隆主教练布罗
斯在内的多人都认为在赚到钱之后，巴
索戈应该立即返回欧洲踢球。本届赛事
出场3次。

马丁·罗德里格斯（智利）
蓝十字
1994.8.5

马丁虽然年仅22岁， 但他早在16
岁就已经在本国联赛扬名立万。 马丁
小时候非常瘦小， 这也导致他在参加
智利大学青训营时吃了闭门羹， 但瓦
奇巴托队慧眼识英雄， 他们给了马丁
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在这里， 他很
快成为明星。 他不局限于右边路， 更
是成为了球队在进攻中的发动机， 随
队获得了2012年秋季联赛冠军。 桑保
利在巴西世界杯之后给了他在国家队
首秀的机会。 而在未来， 他很有可能
成为桑切斯一般的顶级球星。 本届赛
事出场3次， 进1球。

格雷茨卡（德国）
沙尔克04
1995.2.6

这名年仅22岁的中场球员如今成

为沙尔克04阵中不可或缺的球员。 如今
的德国队缺少铁血硬汉，但人们却从格
雷茨卡的身上看到了巴拉克的影子。比

赛中他时刻像一个斗士， 充满了活力，
无论是力量、体能还是意识与技术在德
国新生代球员中都是一流的，而且他善
于防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帅才。 2010
年就入选德国U16代表队的格雷茨卡
在之后的6年里完成5级连跳，去年更是
随队前往里约参加了奥运会。他在半决
赛仅8分钟就梅开二度将德国队送入决
赛，如今他已经是拜仁的猎物。 本届赛
事出场4次，进3球。

布兰特（德国）
勒沃库森
1996.5.2

布兰特被视作如今德国队中最有
潜力的进攻球员， 2014年冬天， 勒沃
库森花费35万欧元将他从沃尔夫斯堡
青训营带到拜耳竞技场。 他是德国少
有的边路奇才。 突破、 过人、 传球和
射门几乎无所不能， 除了身体还略显
单薄之外， 几乎找不到他的缺陷。 布
兰特上赛季在 “药厂” 出场32次， 其
中25次首发 ， 打入3球并有7次助攻 。
在一个糟糕的赛季之后， 他的爆发是
令 “药厂” 球迷最为欣慰的事情。 本
届赛事出场3次， 1次助攻。

安德雷·席尔瓦 （葡萄牙）
AC米兰
1995.11.6

这位有着 “新C罗 ” 称号的葡萄
牙高效锋线新星在联合会杯开始之前
刚刚转会到AC米兰， 他总共花费了红
黑军团多达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作
为一名在门前有着超强嗅觉的前锋 ，
他难免会让米兰拥趸想起因扎吉， 但
他在身体素质和脚下技术等方面， 却
强过 “老9”， 是一名综合能力强大的
现代型中锋。 本届赛事出场5次， 进1
球， 1次助攻。

热尔松·马丁斯 （葡萄牙）
里斯本竞技
1995.5.11

热尔松·马丁斯效力于里斯本竞
技， 他在刚刚过去的赛季里面为球队
出战32场联赛， 并打入6粒进球， 奉献
14个助攻。 与很多黑人球员一样， 马
丁斯拥有极快的速度和细腻的脚下技
术， 同时他还是一个突破狂魔， 这也
是他能够贡献10+助攻数据的重要原
因。 他已经吸引了利物浦的注意。 本
届赛事出场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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