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周刊】13２０17年 12月 1日·星期五│本版编辑于彧│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
当你做错了一万件事的时候， 你
再去努力做第一万零一件事情，
不管你付出多少， 最终一根树枝
都可以抽打得你体无完肤。 意大
利队6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 看
上去是个偶然， 如果达尔米安在
斯德哥尔摩那脚球进了， 如果意
大利队两场比赛将近40脚射门能
换来一两个进球， 比赛的结果肯
定不一样。 但残酷的竞技体育不
允许 “如果”， 表面看意大利队
是战术失策+运气不佳， 但就像
卡纳瓦罗所言， 今天的失败是在
为意大利足球过去10年的过失
“还债”。

这半年意大利队就像遭
到了诅咒

输球的直接责任人无疑是文
图拉和他的团队， 这是不可辩驳
的事实 ， 球队没有达到既定目
标， 主教练必然是第一责任人。
事后在总结意大利足球的时候，
全世界媒体、 专家提到最多的是
经济下滑和人才匮乏这两个关键
词。 可真的是这样吗？ 意大利的
经济难道比那些东欧国家和非洲
国家还要落后吗？ 意甲至少目前
还号称欧洲五大联赛之一。 意大
利队全队身价是目前全球排名第
七， 这还要算上那几个即将退役
的 “老家伙”， 如果罗马尼奥利、
基耶萨等身价数千万的年轻人进
了国家队， 意大利队的全队身价
极有可能跻身全球前五。 在没有
出线的球队中， 除了意大利， 最
大牌的是荷兰， 但荷兰的全队身
价不足意大利队的一半。 就在半
年前， 现在抨击意大利后继乏人
的那些媒体都在称赞意大利足球
年轻人才 “井喷”， 这半年意大
利队究竟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被大家抨击的主帅文
图拉，在上个赛季还被称颂为“知
人善任”，上赛季最后5场比赛，意
大利队狂轰进21粒入球， 对手中
不乏乌拉圭、 荷兰这样颇具实力
的球队， 谁能想到这样一支上赛
季攻击力强大的球队， 本赛季的
这6场比赛只打进3个球？ 意大利
队进入新赛季之后就像遭到了诅
咒一样，0∶3输给西班牙， 让文图
拉有些乱了方寸。 文图拉称赞西
班牙是“外星人”，可事实上一年
前的欧洲杯孔蒂还曾率领意大利
打得西班牙毫无还手之力。 输给
西班牙之后， 虽然球队的信心受
损，而主场被弱旅马其顿逼平，则
让意大利队的心理防线彻底垮
塌，那场比赛是意大利队近3年来
踢得最糟糕的一仗， 球队表现出
的水准与欧洲三流无异。 正是被
马其顿逼平， 让所有人产生了怀
疑，对文图拉和这支球队的怀疑。
更衣室也发生了麻烦， 布冯等老
将召开了队会， 虽然没有直指文
图拉， 却让文图拉感到自己的地
位摇摇欲坠， 将帅之间的猜忌不
断， 团结的意大利队极其罕见地
出现了 “荷兰式”“法国式” 的内
斗。 附加赛对瑞典第二回合比赛
之前，由于首发阵容泄露，文图拉
急于揪出“内鬼”，与教练组和球

员发生争吵， 文图拉甚至离队出
走了几个小时。 附加赛对因西涅
的封杀， 更像是文图拉在和媒体
以及球队中不信任自己的人斗气
儿， 而这种斗气儿最终伤害的是
文图拉和意大利队。

历史上意大利队从来都是一
支坚强的球队， 从未出现过这个
赛季5-6场比赛一直低迷的状况，
也许2017年是意大利队注定倒霉
的年份， 这支受了诅咒的球队注
定要上演一出悲剧。

深层次原因： 外援潮摧
垮意大利足球

意大利队失利后， 在两回合
附加赛中没有得到机会的那不勒
斯球星因西涅在联赛和欧冠中连
连发威， 那不勒斯媒体称颂因西
涅是 “因西多纳”。 在欧洲， 所
有人都承认因西涅这样的球员是
“世界级球星”。 而在意大利队阵
中， 像因西涅这样水平的球员并
不在少数， 比如因莫比莱、 艾尔
沙拉维、 贝洛蒂， 但他们都没有
在关键的比赛中表现出强劲的实
力， 或者说没有表现出他们在俱
乐部的那种能力， 因莫比莱们在
大战面前成了 “意大利武磊 ”。
他们的能力没有问题， 但这些球
员显然缺少在 “剃刀边” 比赛的
心理素质。 像号称身价一个亿的
贝洛蒂， 虽然欧洲各大豪门跟他
传出的 “绯闻” 不少， 但 “红贝
贝” 至今一场欧冠甚至欧联的比
赛都没踢过， 不知道成年国际比
赛是何种滋味的贝洛蒂， 怎可能
在大赛中不失常？ 因莫比莱、 艾
尔沙拉维这些年也处在颠沛流离
中， 这两年才算安稳下来。 今夏
欧青赛 ， 意大利U21强阵出击 ，
打到半决赛遇到西班牙U21， 看
纸面实力和比赛场面差不多， 但
最终获胜的是西班牙U21， 因为
萨乌尔这样的球员已经是欧冠常
客。 意大利的中青年球员好比一
个武功高手， 虽然武艺超群， 但
是从未 “实践” 过， 遇到水平差
不多的对手， 被对方略施小计就
缴了枪。

造成这种 “事故” 的原因是
意大利的豪门球队都不乐意用本
土球员。 2006年 “电话门” 事件
爆发后， 意大利足球的青训受到
了一定的冲击， 导致意大利的80
后好球员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出现了滑坡， 意大利的俱乐部
迅速由本土化向外援化发展 。
2010年国际米兰靠全外援阵容夺
得三冠王， 更加剧了这种进程。
大家看到国米使用全外援尝到了
甜头儿， 纷纷效仿之， 几乎 “一
夜之间”， 罗马、 拉齐奥、 佛罗
伦萨等原来的意大利国家队主要
“供货商” 都变成了 “外援队”，
甚至连乌迪内斯这样的保级球队
也变成了 “全外班” 阵容。 随着
意 大 利 青 训 的 恢 复 ， 意 大 利
1992-1997年龄段的球员出现了
不少好苗子， 但是由于依赖外援
的 “惯性思维”， 这批孩子在国
内赛场的境遇比前辈没有多少改
善， 甚至更加恶劣， 外援几乎封
死了意大利年轻球员的所有空
间。 像意甲冠军队尤文图斯已经
不再依靠本土球员， 首发阵容中
通常会有7-9名外援。 尤文图斯
垄断着意大利最丰厚的年轻球员
资源， 但却不乐意给这些年轻人
机会。 像世青赛最佳射手奥索利
尼这样的球员， 如果放到法国、
德国或者西班牙， 肯定会被悉心
培养， 但拥有奥索利尼所有权的
尤文图斯， 只是不负责任地把世
青赛金靴扔给了亚特兰大， 亚特
兰大也不傻， 他们不乐意培养所
有权不在自己手中的球员， 始终
不给奥索利尼太多的出场机会，
奥索利尼这样的例子在意大利还
有“成千上万”，很多意大利本土
的足球天才就这样被扼杀在 “摇
篮中”。 即便挤进豪门的年轻球
员，目前的情况也非常糟糕，还以
尤文图斯为例，他们拥有鲁加尼、
贝尔纳尔德斯基这样的才俊，但
无论是鲁加尼还是贝尔纳尔德斯
基都只能算是轮换球员， 只有在
外援累了或者伤停的情况下才能
出场。 每一轮的欧冠联赛， 意甲
球队的本土出场率都是全欧洲最
低的， 甚至比号称 “外援联赛”

的英超还要低。 即便你是马拉多
纳或者巴乔， 如果得不到上场机
会， 再有能耐也得废掉。

意大利足球就是这样周而复
始地恶性循环了十年， 十年前你
可以说是人才匮乏， 十年后当好
苗子不断涌现时， 你还这么努力
地去“掐死”摇篮中的“孩子”，这
就真让人难以理解了。 意大利足
球更像是在“自杀”，而且这种“自
杀”的行为依然在“进行时”。

2020年欧洲杯或是意
大利队最后救赎机会

留给意大利队的时间不多
了 ， 也许意甲可以靠外援继续
混， 但是对于意大利国字号球队
来说， 真的要面临生死存亡之战
了。 2020年欧洲杯， 也许是意大
利队最后救赎的机会 。 前面说
了， 意大利足球这几年还是积攒
下了一批不错的球员 ， 比如91、
92届的因西涅、 维拉蒂、 艾尔沙
拉维 、 尤尔金霍等人 ， 再比如
1993年以后出生的贝洛蒂、 罗马
尼奥利、 鲁加尼、 多纳鲁马、 贝
尔纳尔德斯基、 基耶萨等人。 掰
开手指头一算， 意大利队的中青
年球员家底还算厚实， 完全可以
组成一套甚至两套强大的阵容。

但是， 意大利队并不存在梅
西 、 C罗 、 内马尔这样的巨星 ，
这也是为什么关键时刻没有人像
当年的巴乔那般挺身而出的原
因。 如果把球员的实力用10分做
划分， 意大利队充斥着7-8分的
球员， 却没有9分乃至满分的球
员。 也许阿根廷队11个位置有10
个不如意大利队， 但他们有1个
梅西就足以完爆意大利队， 这就
是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出
现文图拉这样自乱阵脚的指挥
员 ， 意大利队就会面临灭顶之
灾。 很多人都在说， 去年欧洲杯
意大利队的牌面远不如现在， 为
什么打得更好， 那是因为孔蒂治
下的意大利队有一套成熟、 完善
的战术体系， 每个人都是这个体
系中运转的一部分， 对于意大利
队来说 ， 教练永远比球员更重

要， 球星战术在巴乔之后就不存
在了。 即便是2006年那支明星如
云的球队， 真正的 “核心” 也是
里皮， 无论是托蒂还是皮耶罗也
都只是整个 “机器” 中的一个零
件。 毫无疑问， 新意大利队需要
一个足够好的教练员， 这位教练
员要给球队设计一套甚至数套合
适的战术。 文图拉始终不会用维
拉蒂和因西涅， 这种暴殄天物的
“事故” 绝对不能 “再现”。

但现在意大利足球处在大乱
之中， 意大利足球目前没有足协
主席、 国家队主教练、 意甲和意
乙联盟主席， 这相当于一个欧洲
国家没有 “总统 ” “总理 ” 和
“议长”。 意大利足球首先要解决
的是 “权力真空”， 如果足协主
席和国家队主教练的位子上过长
时间没有人坐， 那无异于一场灾
难。 不能指望意大利人彻底改革
自己的足球， 意大利人不是德国
人， 德国人受伤之后首先反思的
是 “为什么”， 以后怎么避免继
续 “受伤”， 而意大利人把伤口
包扎起来之后就忘掉了一切。 意
大利的俱乐部正在酝酿架空足
协， 让足协不再干预意甲联赛，
如果真是那样， 意大利本土球员
在意甲的空间会更加狭窄。 意大
利足球现在能做的也只有 “自
救”， 因西涅、 维拉蒂、 多纳鲁
马们有可能是意大利这个足球王
国出产的最后一批好球员， 如果
他们这两代球员不能出成绩， 再
往后就更加困难了， 因为意甲联
赛是异常苛刻的， 意大利人也不
会像德国人那样进行改革出台政
策保护本土球员。 假若因西涅、
多纳鲁马们为首的这届意大利队
无法在2020年欧洲杯出成绩 （四
强以上）， 意大利这个曾经的足
球帝国就真的要变成 “历史名
词” 了。 没有人可以挽救意大利
足球 （意大利的大牌俱乐部已经
安心地过着这种全外援比赛的日
子）， 但也许有人能挽救意大利
国家队，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位优
秀教练， 安切洛蒂？ 拉涅利？ 也
许都可以， 但无能的意大利足协
能请到这样的名帅吗？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外援摧垮的意大利救赎路难寻
世界杯出局是偶然更是必然

-意大利足协主席
塔维奇奥近日辞职

-世界杯
出局， 文图拉
责无旁贷

-意大
利像因西涅
这样的优秀
球员并不在
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