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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支亚洲国家队实力强弱
的标准有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是该队旅欧球员有多少 。 遗憾的
是， 中国队已经不像以往拥有孙继
海、 杨晨、 邵佳一这样能够在五大
联赛立足的球星， 中国队的23人全
部来自中超。 亚洲其他强队有一些
在五大联赛里踢球的球星， 他们也
很有可能成为亚洲杯的主角。 我们
从中选择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球
员为大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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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队的主力门将瑞恩是个履历
非常丰富的球员， 他曾经在布鲁日、 瓦伦
西亚这样的欧洲名旅效力。 瑞恩的职业生
涯起步于中央海岸水手， 凭借2015年亚洲
杯的出色表现， 瑞恩登陆欧洲加盟了西甲
强队瓦伦西亚。 不过， 在瓦伦西亚瑞恩得
不到太多的机会 ， 随后他被租借到布鲁
日， 并且在那里得到了欧冠比赛出场的机
会。 在布鲁日不俗的表现， 让瑞恩得到了
英超布莱顿的青睐。 在布莱顿， 瑞恩是绝
对的主力门将。

（澳大利亚/英超布莱顿）

瑞恩

（澳大利亚/英冠女王公园巡游者）

隆戈

看过上届亚洲杯的朋友， 肯定会对隆
戈有着深刻印象， 他在对韩国队的决赛中
打进1球， 其突破能力也让亚洲诸强 “闻
风丧胆”。 隆戈效力过的最强球队是托特
纳姆热刺， 不过随后的职业生涯都是在英
格兰低级别球队度过。 目前他效力于女王
公园巡游者， 上赛季是隆戈爆发的一年，
他成为了女王公园巡游者当赛季的最佳球
员， 相信他在本届亚洲杯依然是澳大利亚
队的一大利器。

（澳大利亚/德乙波鸿）

克鲁泽

克鲁泽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目前最有天
赋的前场球员之一， 相信中超球迷对他也
不陌生， 因为克鲁泽曾效力过辽宁队。 在
相对粗线条的澳大利亚队， 克鲁泽精湛的
技术显得卓尔不群， 不过伤病和对抗能力
差是他的弱点。 克鲁泽最高光的球员生涯
是在勒沃库森度过的， 目前他在德乙波鸿
队踢球。

（韩国/英超纽卡斯尔联）

寄诚庸

作为亚洲最优秀的中场球员之一， 寄
诚庸被寄予了厚望。 不过， 他在韩国国家
队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去年世界杯之后
甚至传出了他要退出国家队的消息 。 不
过， 寄诚庸还是留在了国家队， 毕竟30岁
的他还在当打之年。 寄诚庸在20岁的时候
就登陆欧洲， 他的第一站是凯尔特人， 随
后去了斯旺西。 目前寄诚庸是英超劲旅纽
卡斯尔联的绝对主力。

（韩国/德甲奥格斯堡）

具滋哲

2011年亚洲杯， 当时还是新星的具滋
哲替补受伤的朴柱永参赛， 没承想一鸣惊

人打进5球， 成了那届大赛的最佳射手 。
正是凭借在那届亚洲杯的出色表现 ， 具
滋哲得到了沃尔夫斯堡的一纸合约 。 一
晃将近10年过去了， 具滋哲已经是30岁的
成熟球员了 ， 他效力 的球队也换成了
奥格斯堡。 在谈到亚洲杯时， 具滋哲承
认要想重现当年最佳射手的神迹 ， 的确
“比较难”。

（韩国/托特纳姆热刺）

孙兴慜

孙兴慜这个名字不用介绍了， 看欧洲
足球的都会知道 ， 他是目前当之无愧的
“亚洲一哥”。 亚洲球员里， 也只有孙兴慜
能够在热刺这样的欧洲顶级强队成为
主力， 亚洲也只有孙兴慜配得上 “一线
球星” 的称号。 孙兴慜得益于他的职业
生涯初期就在欧洲成长， 他刚一出道就被
交流到了德甲汉堡队 ， 并且一直在德
甲 、 英超发展， 他本身天赋异禀， 在加
上从小就是受到欧洲足球的熏陶 ， 所以
才会如此强大。

（韩国/德甲奥格斯堡）

池东沅

池东沅是具滋哲在奥格斯堡的队友，
池东沅年少成名， 当年是韩国国家队历史
上第一位90后球员。 从全南天龙他登陆了
欧洲， 加盟了桑德兰， 此后虽有短暂在多
特蒙德效力的经历， 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奥
格斯堡。 池东沅在奥格斯堡的数据只能算
一般般， 不过偶有灵光， 也算是奥格斯堡
的重要球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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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德乙奥厄）

施特劳斯

中国队在亚洲杯上的对手菲律宾队是
个很有 “特点” 的球队， 该队23名球员中
有21人算是归化球员， 其中最年轻的是23
岁的 “德国” 中场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目
前在德乙奥厄效力 。 包括施特劳斯在
内 ， 菲律宾队有6名球员是德国、 菲律宾
混血， “德系” 球员几乎构成了菲律宾队
的中前场。

（伊朗/法甲亚眠）

戈多斯

25岁的戈多斯出生在瑞典， 要知道戈
多斯还曾入选过瑞典国家队， 并且当过瑞
超的最佳球员， 这本身就说明了戈多斯的
实力。 当戈多斯选择伊朗国家队时， 瑞典
队主帅安德森曾大呼后悔， 但为时晚矣。
戈多斯本赛季加盟了法甲亚眠， 他也是瑞
超历史上卖出身价第三高的球员。 去年8
月的法甲亚眠对兰斯的比赛， 戈多斯踢进
1球， 他也就成了法甲历史上首位进球的
伊朗球员。

（伊朗/英超布莱顿）

贾汉巴赫什

贾汉巴赫什本赛季在英超布莱顿效
力 ， 不过他出名是在荷兰 。 上赛季荷
甲 ， 贾汉巴赫什斩获了最佳射手， 这是
亚洲人第一次在欧洲主流联赛获得金
靴 。 不但得分能力极强， 贾汉巴赫什的
突击力更是超群， 这也是他最 “值钱” 的
地方 。 贾汉巴赫什和阿兹蒙被认为不
但是伊朗国家队的现在， 更是伊朗国家
队的未来， 因为他们都在当打之年且极有
上升空间。

（伊拉克/意甲亚特兰大）

阿德南

伊拉克队最大牌的球星就是目前效力
于意甲亚特兰大的阿德南了， 这位边翼卫
拥有着极快的速度 ， 所以享有 “海湾贝
尔” 的美誉。 阿德南成名于世青赛， 凭借

（朝鲜/意乙佩鲁贾）

韩光宋

朝鲜队在锋线拥有一个亚洲顶级球
星———韩光宋。 虽然年纪不大， 但韩光宋
的大名已经在亚洲 “如雷贯耳”， 他的名
字甚至一度与意甲霸主尤文图斯联系在一
起。 韩光宋曾经在卡利亚里短暂打过一段
时间意甲， 目前在意乙佩鲁贾效力。 在赛
季初对恩特拉的联赛中， 韩光宋曾经上演
了帽子戏法 。 韩光宋最近的表现有些沉
寂， 在佩鲁贾的主力位置也并不稳固， 他
需要用亚洲杯的出色表现重新赢得佩鲁贾
的信任。

（日本/南安普顿）

吉田麻也

亚洲能够在五大联赛立足的中卫寥若
晨星 ， 吉田麻也算是在欧洲顶级联赛
中仅有的能够立足打上主力的球员。 算
一算吉田麻也在南安普顿已经6年了， 英
超是这座星球上对抗最激烈的联赛， 作为
一个亚洲中卫能够位置如此稳固， 足以证
明吉田麻也就是亚洲第一中卫 。 作为
南安普顿的老资格球员， 吉田麻也甚至
可以在比赛中指挥那些欧美队友， 让他们
俯首帖耳。

（日本/西甲赫塔菲）

柴崎岳

柴崎岳的最高光之作是2016年世俱杯
对阵皇马梅开二度 ， 当时还在鹿岛鹿
角的他震惊了世界。 柴崎岳在中学时代
就 被 认 为 是 日 本 极 具 天 赋 的 球 员 之
一 ， 他也是日本校园足球体系的佼佼者。
凭借世俱杯的表现 ， 柴崎岳得以登陆
西班牙， 加盟了西乙特内里费。 上赛季
柴崎岳加盟了赫塔菲， 但伤病影响了他的
发挥。

（日本/德甲不莱梅）

大迫勇也

世界杯日本队力克哥伦比亚， 打进绝
杀进球的大迫勇也一战成名。 总是说日本
队没有好前锋， 大迫勇也在世界杯的表现
多少为日本前锋正了名 。 跟很多日韩
球员一样， 大迫勇也登陆欧洲后选择了
德国， 德乙慕尼黑1860是第一站， 随后去
了科隆。 在科隆打拼4年后， 大迫勇也加
盟了有着光辉历史的不莱梅。 本赛季在对
垒拜仁慕尼黑的比赛中， 大迫勇也头球破
门， 他的特点也许是目前这支日本队最急
需的。

（日本/英超纽卡斯尔联）

武藤嘉纪

由于浅野拓磨的受伤， 武藤嘉纪得以
替补进入到日本国家队。 不过， 就是这样
一位 “替补球员” 也绝非等闲之辈， 看看
他的履历 ， 足以让很多亚洲球员艳羡不
已。 在FC东京打出名声后， 武藤嘉纪就
一直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 在德甲美因茨
他打了三个赛季， 一直是球队中的重要球
员。 本赛季武藤嘉纪加盟了纽卡斯尔联。
就是这样一位边缘国脚尚有如此履历， 日
本队的强大可见一斑。

世青赛的优异表现， 他加盟了土超里泽斯
堡， 随后被意甲乌迪内斯看中， 本赛季去
了有欧战资格的亚特兰大。 不过在亚特兰
大， 阿德南得不到太多的机会， 他很可能
在冬天重回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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