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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骏凌6.5分：
本届亚洲杯中国队丢了6个

球， 不过这6个球没有门将颜骏
凌的责任 ， 虽然没有大勇的表
现， 但颜骏凌发挥还算稳定， 他
也 必 将 是 未 来 新 国 家 队 的 核
心人物。
刘奕鸣5分：

刘奕鸣在对韩国、 伊朗这两
个中国队最强对手时被里皮派上
了场， 两场比赛都出现了一些失
误 。 客观说刘奕鸣出场有些被
动， 对韩国是轮换， 对伊朗是有
主力球员停赛。 相信亚洲杯的经
历对这位年轻中卫提升经验会有
一定的帮助。
张琳芃6分：

张琳芃实际是带伤参加亚洲
杯的， 这多少影响了张琳芃的发
挥。 不过在比赛中张琳芃无论在
右后卫还是中后卫位置上， 都踢
得比较稳定。 对伊朗一役张琳芃
停赛， 中国队的回追能力和对抗
能力也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石柯5.5分：

中超冠军队的主力中卫被里
皮提拔为了国家队的主力中卫，
如果不是最后对伊朗队的那次失

误， 石柯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及格
的分数。 在冯潇霆等老将逐渐淡
出之后， 石柯必然会成为新国家
队的防线核心。
冯潇霆5分：

冯潇霆在国家队的生涯， 也
许会被很多人定格在对伊朗队的
那个失误丢球。 不过如果回顾冯
潇霆在国家队整个的经历， 他还
是为国家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无疑是一位优秀的中卫。 也许
在他淡出国家队之后， 你会发现
国家队很难找到他这样水平的球
员了。
张呈栋5.5分：

客观说张呈栋在亚洲杯上并
不在最佳状态， 确实他在赛季后
本该处于一个调整期。 亚洲杯比
赛中， 张呈栋被里皮在两个边路
不断切换， 这也让张呈栋踢得有
些 “乱”。
刘洋6分：

李学鹏的伤病让刘洋有了踢
亚洲杯的机会， 刘洋也成为了中
国队主力阵容中年龄最小的球
员。 刘洋的第一届大赛可说是中
规中矩 ， 虽然没有太亮眼的表
现， 但也没有什么失误。

赵旭日5.5分：
里皮对这位恒大旧将还是挺

信任的， 几个关键的场合都派上
了赵旭日。虽然没有大的失误，不
过赵旭日似乎也无法提供当年全
盛时期那种给对手的压迫感了。
郑智7分：

中国队的 “船长” 终于完成
了他最后一次 “旅行”， 我们看
到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候， 郑智依
然是最能与强手对抗的球员。 最
后一场比赛谢场时郑智尽到了队
长最后的职责， 直到下来接受采
访前才落泪，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
球场上看到队长落泪。 不知道今
后中国队何时才能拥有像郑智一
样出色的球星。
蒿俊闵7分：

如果评选一个中国队本届亚
洲杯最出色的球员， 蒿俊闵可算
是热门人选。 无论是首发出场还
是替补上场，只要蒿俊闵存在，必
能有所建树。 他出色的脚下技术
和阅读比赛能力， 让人感觉他在
这支球队像另一个层次的球员。
池忠国5.5分：

很遗憾， 池忠国这么出色的
球员没有在这届大赛中发挥出更

大的能量， 也许是教练对他还不
够了解 ， 也许是他融入球队不
够。 不知道以后池忠国的机会还
会有多少。
吴曦6分：

对伊朗因伤下场的情景真是
悲壮， 不过吴曦还算是尽职尽责
完成了这届大赛。 无论是踢中场
还是打自己并不熟悉的右边锋位
置， 吴曦都能较好完成教练员交
给的任务。
金敬道6分：

从第一场对吉尔吉斯斯坦20
分钟被换下， 再到对泰国换上场
的惊艳， 金敬道在大赛中也实现
了自己的蜕变 。 对于金敬道来
说， 成长之路还很长， 这位中场
多面手有着不错的前景。
于汉超 （打分略）：

由于出场时间太短， 无法对
于汉超做出太多的评价， 只能说
他的受伤太令人遗憾了， 里皮在
后来的比赛中前场明显缺少了这
样一把能够突破的 “尖刀”。
武磊6.5分：

对菲律宾比赛的两脚世界
波， 也算是让武磊不虚此行。 由
于肩部受伤， 武磊这次没有完全

发挥出水平， 但这也可以理解，
他为国效力的拼搏精神还是感动
了很多球迷。
郜林6分：

郜林的跑动能力已经大不如
前了， 不过他依然是这支球队前
场最有威胁的球员之一。 随着年
龄的增长 ， 郜林的球踢得也很
“油”， 他知道该往哪儿跑， 也知
道对手的弱点位置在哪里。
于大宝6.5分：

对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都
收获进球， 于大宝为中国队小组
出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尽管在国
安队踢的是中卫， 但看得出于大
宝踢前锋的感觉并没有磨灭， 他
依然是这支球队门前感觉最好的
球员。
里皮6分：

足球大师的最后一届国家队
大赛有些让人遗憾，也许“银狐”
本来期待着更好的成绩。 虽然有
些场次指挥存在争议， 但中国队
这次比赛没有失常就很不容易
了， 以前中国队最大的难题是不
能正常发挥水平。亚洲杯8强的成
绩也算体面， 至少为中国队未来
两年赢得了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武磊：肩伤不算严重 愿为国多做贡献

□本报记者 段西元

郑智蒿俊闵优秀
后防多人不及格

给国足亚洲杯表现打打分：

还记得1月7日国足对阵亚洲杯
首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赛中，
武磊摔倒时的痛苦神情吗？

即便如此， 他还是表现出了强
烈 的 为 国 征 战 意 愿 ， 咬 牙 坚 持
打 完 那场比赛 ， 并参加了此后的
三场比赛。

国足的亚洲杯征程已然结束，
八强的战绩虽说只是完成了基本任
务，但整个过程中不乏亮点。击败泰
国队、15年来首次在大赛淘汰赛阶
段赢球就是其一， 武磊在第二场对
阵菲律宾的比赛中独中两元则是其
二， 更何况这还是他在经历了左肩
肩锁关节韧带撕裂后带来的表现。

在向新华社记者回忆受伤的那
一幕时， 武磊只是淡淡地说： “当
时就是吴曦给我传了一个身后球，
力度有点轻， 我就和对方的后卫抢
了一下 ， 然后就摔倒了 ， 左肩着
地， 当时觉得特别疼， 感觉可能比
一般的伤严重一些。 当时比赛还有
10-15分钟时间 （结束） 吧， 起来
治疗之后， 我摸了摸左肩， 明显感
觉到有错位的迹象了。 但是我觉得
还好， 不是特别严重， 而且是在肩
部 ， 可能后面的恢复也不会特别
难， 时间不会特别漫长， （如果手
术的话） 也不会特别复杂。”

受伤之后， 国家队队医当晚陪
武磊去当地医院做了核磁共振和X

光检查， 上港队队医则专程飞到阿
联酋为武磊做检查。 武磊说： “我
也咨询了很多医生， 大家都觉得这
个伤不算特别严重， 至少对我的职
业生涯来说， （即便做） 手术也比
较容易， 比较容易恢复。 听完所有
医生的诊断后， 我心里有了一个大
概的判断： 就是疼痛， 应该不会再
坏了。 在尽量减少疼痛的情况下，
自己希望继续为国拼搏， 打亚洲杯
关键的比赛。” 武磊强调， 自己做
出继续参赛的决定绝非盲目， 而是
基于多方的诊断和沟通以及自己强
烈的意愿。

“就是疼痛 ， 不会再坏了 。”
武磊说起来显得很轻松。 但据国家
队队医介绍， 在武磊受伤后， 他每
天要进行一到两次激光、 超声、 推
拿治疗以及药物外敷治疗， 单次全
程超过一小时。 一周之内， 武磊的
伤处一直疼痛， 甚至影响到睡眠，
需要每天吃止痛药和治疗来止痛，
每次训练比赛前都需要用胶布固定
受伤处。

“刚受伤的一个礼拜确实非常
失落， 确实非常疼， 睡觉翻身都会
受影响， 不能全力发挥出自己的水
平， 这个 （让我） 很失落。”

另据国家队队医介绍， 如果需
要手术治疗， 受伤后10-14天局部
消肿后是最佳时间。 但显然， 为了

征战亚洲杯， 武磊已经错过了这个
时间。

受伤已经过去20天， 武磊接下
来将去德国再检查一下， 看看伤情
有没有变化， “如果做手术的话，
可能会在德国进行吧”。

在评价国足的八强战绩时， 武
磊显然并不满意， “其实每个人心
里都觉得， 如果大家表现得更好的
话， 是可以走得更远的。 但是八进
四的比赛碰到伊朗， 从过程来说确
实要直视和伊朗的差距， 伊朗在亚
洲确实高出一个档次”。

对于亚洲杯赛场上的中国球
迷， 武磊心存感激： “在国外的比
赛 ， 每场都能看到中国球迷的身
影。 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不管赢球还是输球， 他们总能给我
们鼓励和呐喊。”

亚洲杯虽已结束， 但国足的使
命还在延续。 这支平均年龄超过29
岁的国足势必要完成更新换代， 一
批老队员将淡出国家队， 新鲜血液
将补充进来。

“因为 （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 40强赛今年9月就要打响，
就像我之前一直说的， 我希望承担
起更多的责任， 为国家队做出更多
的贡献， 进更多的球， 率领国家队
去冲击2022年世界杯。” 武磊说。

据新华社

亚洲杯中国队的征程已经结束， 我们给中国队的球员、
教练进行了打分 （10分制）， 也算是对这届国足亚洲杯的一
个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