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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决赛两支球队， 日本
是 “众望所归”， 他们是最近10
年亚洲最成功的球队。 而卡塔尔
杀入决赛则让人感到有些突然，
毕竟在12强赛上， 这支球队的表
现甚至还不如中国队。 卡塔尔队
的崛起虽然有些突然， 但绝不能
说是 “偶然”。

卡塔尔队西班牙籍主帅桑切
斯赛后说 “付出就会有回报 ”，
西班牙人此言不虚。 卡塔尔这帮
已经可以称作 “黄金一代” 的球
员， 事实上在十几年前就得到了
精心培养。 熟悉亚洲足球的朋友
都知道， 卡塔尔有个 “阿斯拜尔
青训学院”。 早在2007年， 卡塔
尔人就将 “阿斯拜尔青训学院”
视作本国足球的 “克莱枫丹 ”
（法国足球训练基地）。 卡塔尔人
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青训建设中
去， 当我们的俱乐部那时开始大
把 “烧钱 ” 铸造一线球队的时
候， 卡塔尔足球已经将注意力移
到了孩子们身上。 卡塔尔这个国
家非常小， 本身的足球人才资源
匮乏， 他们采取了眼光向外的策
略。 2007年开始， 除了培养本国
的优秀小球员， 他们还从其他国
家海选13岁以下的大批有天赋的
足球少年， 对球员及其家长许以
优厚待遇， 择优带回卡塔尔阿斯
拜尔青训学院继续培训。 像本届
亚洲杯金靴莫埃兹， 他出生在苏
丹， 当年就是在 “阿斯拜尔海选
计划” 中脱颖而出的。 在基层的
青少年队伍， 卡塔尔就开始聘请
来自足球强国的外教。 现任卡塔
尔队主教练桑切斯， 其实就是多

年之前阿斯拜尔青训学院的 “教
官”， 在卡塔尔这样的青训 “洋
教官” 还有很多。 中国足球这些
年也有一些看上去不错的青训学
院， 比如鲁能、 恒大都有自己的
足校， 但感觉中国足球的青训没
有像卡塔尔那样把 “拳头” 攥起
来形成合力。

小球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培训
成年以后， 卡塔尔还把部分优秀
的年轻球员送到欧洲俱乐部。 事
实上在比利时 、 奥地利 、 西班
牙， 都有 “阿斯拜尔基金” 控股
的足球俱乐部， 这些阿斯拜尔的
“卫星球队”， 可以为卡塔尔年轻
球员提供锻炼的平台， 这样的平
台实在难得， 因为年轻人可以在
这些平台体会真刀真枪的欧洲足
球， 从而进一步升华球技。 申办
下2022年世界杯之后， 为了在这
届世界杯上打出成绩， 卡塔尔足
球真的 “豪赌” 了一把。 他们也
经历了数次世预赛和亚洲杯的失
败， 但多年之前的辛勤付出， 终
于在2019年的阿联酋亚洲杯上得
到了回报。 卡塔尔人的 “造星运
动” 远没有结束， 阿斯拜尔青训
学院至今还在一批又一批地 “生
产” 着足球明星。

都是 “赌”， 但卡塔尔足球
的 “赌” 和中国足球的 “赌” 有
很大区别。 中国足球的 “赌” 更
像是逞一时之快 ， 比如折腾联
赛、 折腾国字号球队凡此种种。
卡塔尔人的 “赌博” 则是在精心
策划的基础上， 尽管他们走的路
看上去没有日本足球、 韩国足球
那样 “正”， 但他们充分结合了

自己的国情， 并且始终没有违背
足球这项运动的发展规律。 如果
说阿斯拜尔青训学院是卡塔尔足
球的 “国家计划”， 那么卡塔尔
精彩纷呈的国内联赛则为青训产
品提供了高水平的职业足球保
障。 卡塔尔联赛始终是海湾地区
最有竞争力的联赛之一， 卡塔尔
联赛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外教、 外
援。 像卡塔尔新兴强队杜海勒这
个冬窗连续吃进了贝纳蒂亚、 中
岛翔哉这样欧洲俱乐部的一线球
星， 他们的联赛始终正常运转，
不会有什么 “行政命令” 去破坏
联赛。

我们很多“专家”都在嚷嚷着
应该学日本， 其实亚洲很多国家
都值得中国足球借鉴。像卡塔尔、
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情、 经济状
况迥异的国家， 都能找到适合本
国足球的发展道路， 为什么我们
摸索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蹚过这
条“河流”呢？ 说到底还需要中国
足球的管理者有更清醒的认识，
2022年世预赛是绝对没戏的，归
化个把像延纳里斯这样的球员，
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中国队拔 高
到 可 以 和 日 韩 伊 沙 澳 抗 衡 的
程度。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未来，而
且这种希望的前提是你要播下能
够让中国足球成功的 “种子”，你
必须有成熟的且有足够耐心的计
划。现在中国足球没有“种子”，只
有半锅炒熟的“黄豆”，最多只能
让中国足球 “饥一顿饱一顿”，总
这样下去， 也只能让中国足球的
希望随着这半锅“黄豆”消化成的
“气体”排出去。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卡塔尔队崛起并非偶然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9日在河北省
张家口市和北京市延庆区考察
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展。 他
表示冬奥组委依靠全面细致的规
划完成着出色的工作， 他为中国
效率点赞。

此次考察地点包括： 张家口
崇礼的古杨树场馆群， 那里有正
在建设中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越野滑雪中心以及冬季两项中
心； 张家口冬奥村以及将举办单
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比赛的云顶
滑雪公园。 在举办高山滑雪、雪
车、雪橇比赛的延庆赛区，巴赫还
了解了建设施工中保护珍贵树木
的情况。其中，跳台滑雪中心将跳
台剖面的S型曲线融入中国传统
的“如意”造型，取名“雪如意”，巴

赫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
考察中， 巴赫一行还遇到了

正在训练的运动员， 当得知李方
慧在去年12月举行的国际雪联单
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中夺
得铜牌时， 巴赫掏出一枚奥运五
环徽章赠给了她， 鼓励她继续努
力训练， 到2022年把这枚徽章换
成北京冬奥会金牌。

考察结束后， 巴赫认为北京
冬奥组委筹办工作取得显著进
展， 并为 “中国效率” 点赞。 他
指出： “我们可以看到 ‘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有了显著成
效， 我们 （此行） 遇到了许多热
爱冰雪运动的孩子们， 看到了正
在训练的运动员， 看到了已经举
办世界杯的U型槽， 这些进展真
的令人印象深刻！”

本报讯 当地时间1月29日 ，
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召开发布
会， 武磊正式亮相并在西班牙人
主场与球迷见面，开启留洋生涯。
武磊在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展现实
力，会努力争取早日登场，让全世
界知道中国人可以立足五大联
赛。 而在球迷们津津乐道的颠球
环节，他也完成地十分出色。

对于加盟西班牙人， 武磊表
示： “来到欧洲， 来到西班牙，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于西班
牙人来说球迷非常重要， 他们对
于球队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 巴
塞罗那也是一个伟大的城市， 我
非常开心能够加入西班牙人的大
家庭 ， 希望可以得到球迷的喜
爱。 来到西班牙以后学到的第一
个单词是Marcar Gol (进球)， 这

也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西班牙
人万岁。”

国足队友张呈栋此前也曾效
力过西甲， 武磊也表示自己会为
融入球队而努力。 “我来之前也
看了很多西班牙人比赛， 虽然说
进球不是非常多， 但是每场比赛
都能创造出很多机会， 这一点是
非常好的。 只要有这样的机会，
人人都能进球 。 我跟张呈栋聊
过， 他给了我很多经验， 包括西
甲球队的打法和厉害的逼抢。”

放弃国内舒适的环境， 武磊
认为自己身上动力要大于压力。
“我觉得更多是动力， 这一直都
是我的梦想， 我觉得今天终于实
现了这个梦想 ， 我做了很多准
备， 动力更多， 球迷也希望中国
球员出现在五大联赛， 当然压力

也有， 不过更多的是动力。”
在上港， 武磊曾与一众巴西

球员一起踢球， 对此他认为这对
自己的提升很大。 “确实很多高
水平运动员到中超， 对我个人来
说， 球队也有奥斯卡、 胡尔克等
巴西球员。 通过比赛和训练这样
的长时间接触， 他们为我们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 武磊还按照
惯例在亮相环节中秀起了颠球，
由于紧张等原因， 巴萨的 “亿元
先生” 登贝莱等人曾在点球中闹
出不少尴尬的失误， 这也成了球
迷们日常调侃的话题。 但这次武
磊的颠球可谓一气呵成， 十分完
美。 至少从这一点上， 武磊并没
有输给那些世界级球星。

（中新）

武磊正式亮相西班牙人

巴赫考察冬奥场馆 点赞中国效率

■2022相约北京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1
月28日， “北京2022” 奥林匹克
教育全国学校工作会议在广东省
梅州市召开。 会议上明确了全国
中小学要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
校教育教学内容。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
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奥林匹克教育、 冰雪进校园总体
工作和2019年度全国体卫艺工作
进行了部署。 他强调， 要高度重
视奥林匹克教育在学校的开展，
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 开展好

冰雪进校园工作， 同时将奥林匹
克教育和冰雪运动纳入到学校常
规教育教学工作中， 完善和丰富
体育课程的供给， 系统组织冬季
奥林匹克教育课程资源研发， 并
开展丰富多彩的奥林匹克教育文
化活动和冬季运动项目系列比赛
活动 。 另外 ， 要遴选建设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
克教育示范学校、 冰雪运动特色
学校， 还要通过 “同心结” 活动
与世界各地学校开展冬季奥林匹
克交流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作为
北京市教育工会迎冬奥冰雪系列
活动之一， 北京青年教职工志愿
者滑雪体验活动上周在平谷渔阳
国际滑雪场举办。 来自北京高校
工会、 直属单位工会、 区教育工
会和高校附属医院工会近 130
名 青 年 职 工 志 愿 者 置 身 于 滑
雪 场内 ， 体验了一回冰雪运动
的乐趣。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教育工会
主办， 首都体育学院工会承办，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

协办。 活动目的是在广大教职工
中推广冰雪运动， 打造冬季冰雪
运动品牌， 普及冬奥会知识， 搭
建交流沟通平台， 为北京市冬奥
会培训青年职工志愿者。 北京市
教育工会副主席邱爱军出席。

当天， 教职工志愿者每10人
为一组， 在教练的指导下选择地
形平缓的地方开始学滑雪。 大家
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 有经验的
人为新手传授滑雪技能， 新手摔
倒后继续爬起来练习， 经过一天
的练习， 基本掌握了滑雪要领。

奥林匹克教育将纳入学校常规教育

市教育工会组织青年教工体验滑雪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