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态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队的
一个软肋， 在很大程度上会严重
影响队员的发挥 。 在首场比赛
中， 球队在率先丢掉一球的情况
下就表现得十分慌张， 险些被对
手再进一球。 而下半场在久攻不
下的时候 ， 对方门将 “恰到好
处” 的失误挽救了国足的心态，
扳平比分之后， 比赛算是被彻底
纳入到了中国队的轨道之中。 对
阵菲律宾， 国足不应该有轻敌思
想， 更不能过分紧张， 要相信自
身的能力。

由于本届比赛24支
球队参赛， 成绩较好的
小组第3名依然会有出
线机会。 这样一来， 不

少实力不济的球队
会坚决地执行防守
反击战术， 即便丢
掉 1球的情况下 ，

也不会贸然大举
压上进攻， 而是

继续扎紧篱
笆避免少丢
球， 以便在
和其他小组
球队计算小
分的时候可
以 捞 到 好
处。 这一点
中国队也必
须注意， 根
据对手所面

临的局势来调整
自身在比赛中的
战略。

总之， 这支
拥有超多归化球
员的菲律宾队确

实不再是当年的鱼腩
部队， 但实力还没有
强悍到让中国队不可
逾越。 期待着国足能
够两连胜成功晋级。

亚洲杯小组赛
菲律宾VS中国
今日21:30

■赛事推荐

□纪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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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菲菲之之战战：：
国国足足统统治治中中场场方方能能主主宰宰胜胜利利

2 ∶1战胜吉尔吉斯斯
坦， 国足成功取得亚洲杯
的开门红。 在赛前外界并
不看好的情况下拿到胜
利， 对于球队的自信心和
队内气氛是一次很好的提
升。 今晚， 中国队将要面
对菲律宾的挑战。 首轮比
赛， 菲律宾队仅以1球小
负韩国队 ， 令人刮目相
看。 从比赛的过程和结果
来看， 菲律宾早已不是昔
日的吴下阿蒙， 中国如果
想战胜对手， 势必需要花
费一些工夫研究对手。

在亚洲足坛， 归化球员一直
以来都是敏感的话题。 有不少球
队都曾经指望靠着归化球员来提
高成绩， 例如当年的卡塔尔。 他
们凭借优厚的个人待遇吸引了不
少南美球员来投， 这确实让国家
队的成绩有一定的进步， 但也影
响之后数年间该国足球的发展。
然而 ， 菲律宾似乎并不在乎这
些 。 在这次亚洲杯的参赛名单
中， 菲律宾队中的归化球员多达
21人， 对阵韩国队的比赛更是排
出了全归化球员的首发阵容， 这
其中就包括曾经效力过中超河南
建业的外援哈维尔。

由于历史原因， 菲律宾的人
口组成十分复杂， 大量的人口流
动使得带有菲律宾血统的球员遍
布在欧洲。 这份菲律宾队大名单
中，有6名球员是德国混血球员，4
名英格兰混血球员，还有1名是苏
格兰混血球员。 其余还有来自西
班牙、 日本的归化球员。 总而言
之，这支球队是一支“准欧洲多国
部队”，技术与战斗力是纯粹的菲
律宾原住民球员远远不能比的。

大量使用归化球员还有一个
好处， 那就是可以免去很多交流
上的障碍。 队中不少球员都曾经
在 欧 洲 联 赛 踢 球 ， 队 长 兼 球
队历史最佳射手菲尔·扬哈斯班
德还是切尔西的青训出身， 这样
一来他们与球队主帅埃里克森的
沟通也变得简单起来， 这让后者
技战术部署会在比赛中更好地执
行开来。

而球队能够顺利参加亚洲
杯， 也是归化球员的功劳。

2018年3月27日， 本届亚洲
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开打，
菲律宾在主场迎战塔吉克斯坦。
主队形势大好， 只要主场打平即
可成功晋级正赛 。 比赛开始之
后， 形势也在向着有利于主队的
方向发展着， 菲律宾队始终占据
着比赛主动。 但后防线的一次低
级失误让球队在第65分钟被打进
一个点球。 这次犯规来自出身汉
堡的混血球员凯文·因格雷索 。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10分
钟的时间， 因格雷索就打入一记
远距离的头球吊射 ， 将比分扳
平。 最后一分钟， 队长菲尔制造
点球并亲自主罚命中， 这样一场
荡气回肠的逆转比赛将菲律宾送
入了亚洲杯。

庞大的归化军团

国足如何破密集防守？
归化球员的到来不但能够提

升整支球队的技战术素养， 最重
要的是提升了球队的身体素质。
众所周知， 东南亚的球员普遍身
材矮小， 在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球
员对抗时， 会有些先天不足， 这
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队
在面对东南亚球队时最大的优
势。 但伴随着归化球员的涌入，
中国队在这方面对菲律宾的优势
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通过与韩国队的较量， 我们
也能够看出菲律宾队现在丝毫不
会恐惧对方激烈的拼抢， 反而经
常会给韩国队制造不少麻烦。 在
孙兴慜尚未归队、 东亚第一中锋
金信煜缺席亚洲杯的情况下， 面
对这种密集防守， 韩国队的办法
并不多。 毕竟 “太极虎” 向来不
以极其细腻的技术见长。 好在韩
国队下半场通过前场的不断牵扯
跑动， 终于在菲律宾队的后防线
上撕开一条口子将球打进， 否则
很可能爆出一个不小的冷门。

菲律宾的足球风格简单来说
就像是 “牛皮糖”， 面对历史战
绩和实力都在自己之上的对手，
他 们 的 防 守 套 路 在 具 备 多 年
意 甲 执 教 经 验 的 埃 里 克 森 调
教下 ， 变得十分顽强 。 其实这
与吉尔吉斯斯坦防守中国队时的
策略类似———屯重兵在后场， 中
场增强拦截能力。 再加上国足在
前场的进攻套路并不十分丰富，
所以要想打穿这条防线就显得有
些困难。

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空有身
体， 技术、 意识相对粗糙， 菲律
宾在这些方面要强了不少。 在对
吉尔吉斯的下半场， 国足占据主
动， 坚持在肋部空当做文章， 终
于收到了效果。 这种战法十分奏
效， 执行起来也十分简单， 不出
意外会在与菲律宾的较量中延
用。 相信只要稳住阵脚， 持续给
予对手压力 ， 破门只是时间问
题。 无论是对预选赛塔吉克斯坦
还是小组赛韩国， 菲律宾都是在

下半场中段防线突然出现漏洞。
这也再一次证明百密必有一疏的
道理。 而在防守端， 国足的队员
需要在中场加强拦截， 尽量将对
手的反击扼杀在摇篮之中。

心态决定国足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