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北京中赫国安冬季转会
动作不小， 连续签下了金玟哉、
侯永永、 李可 （延纳里斯）、 邹
德海等强援。 其中侯永永和李可
两位归化球员非常引人注目， 不
仅是国安队， 中超其他一些球队
也在尝试引进归化球员。 一方面
归化球员可以成为俱乐部球队的
得力干将， 如果踢得好更是可为
各级国字号球队所用。

综观世界足坛， 归化球员并
不是什么新鲜事。 像在世界足球
的中心欧洲， 那里几乎每支国家
队都有或多或少的归化球员。 欧
洲国家队历史上有过很多成功的
归化案例， 比如意大利的卡莫拉
内西、 西班牙的塞纳， 这些归化
球员都给其效力的国家队带来过
重要的锦标。 应届世界杯冠军法
国队， 更是一支基本上由移民球

员和归化球员组成的球队。 刚刚
结束的亚洲杯上， 卡塔尔爆冷夺
冠， 卡塔尔同法国一样， 也是一
支重用移民、 归化球员的队伍。
亚洲杯24支参赛队， 大部分球队
都拥有归化球员。 归化 “浪潮”
非常汹涌， 看上去不可阻挡。

不过， 归化有成功也就有失
败， 像那些欧洲足球强国， 也不
是每一个归化的球员都能大放异
彩。 还拿亚洲杯举例， 卡塔尔算
是成功的例子 ， 反例则是菲律
宾 。 菲律宾几乎是一支纯粹的
“归化国家队”， 不过这支由欧洲
联赛 “残次品” 组成的球队， 并
没有在亚洲杯上取得好成绩， 反
而经过三场恶战之后， 草草 “鸣
金收兵”。 赛前曾有很多人认为
菲律宾是亚洲杯的黑马， 但事实
上他们却没有表现出半点战斗

力。 菲律宾队在场上给人的印象
是 “散”， 不能说这支球队球员
能力很差， 队中有多名球员实际
上履历还是相当光鲜的。 但在比
赛中， 菲律宾队显得没有什么拼
劲儿， 球员们没有形成合力。 在
同中国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的比
赛中， 菲律宾队都是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 马上全队就垮掉了。 菲
律宾队更像是一支由“雇佣兵”组
成的球队，打到哪儿算哪儿，他们
“团结”程度甚至还不如俱乐部球
队。中国队在归化球员时，既要吸
取卡塔尔人成功的经验， 也要注
意到菲律宾队失败的教训。

归化球员不是 “雇佣兵”，中
国严格的国籍制度， 使得被归化
的球员只能拥有中国一个国籍。
被归化的球员认祖归宗， 在文化
上对中国要有完全的认同感。 从
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对归化球员
“思想”上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国
家。卡塔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
们的归化球员很小就来到了卡塔
尔。 像本届亚洲杯MVP阿里·莫
埃兹就是在13岁的时候来到卡塔
尔，无论从语言、宗教信仰还是生
活习惯上， 阿里都已经是一个不
用加引号的卡塔尔人了。 这样的
归化球员跟本土球员区别并不是
很大， 他们也能更快地融入国家
队的整体中去。 无论是侯永永还
是李可， 抑或是恒大等球队要归
化的球员， 他们虽然都有中国血
统，但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希望这些归化球员至少能够尽快
成为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 他们
的第一项要学习的工作就是学会
唱国歌， 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段段言言堂堂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足协
在其官网上宣布将于3月份来
华参加中国杯赛事，四支参赛
球队已全部确定。 首轮，中国
将迎战南美劲旅乌拉圭。而目
前谁将执掌新一期国足教鞭
仍扑朔迷离。

国足首战上届冠军

乌兹别克足协在官网公

布， 将于3月18日至26日来华
参加在广西举办的中国杯赛
事。 四支参赛球队为中国、乌
拉圭、 泰国以及乌兹别克斯
坦，根据抽签，乌兹别克斯坦
将在首战对阵泰国队，胜者进
入决赛，迎战中国与乌拉圭的
胜者。 在去年的中国杯上，乌
拉圭就受邀参赛并勇夺冠军，
国足则两战皆负垫底。如果今
年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巨星依
然参赛，不知他们面对国足会
不会进球？

中国杯已经举办两年 ，
2017年中国杯参赛球队为中
国、冰岛、智利、克罗地亚，最
终智利获得冠军；2018年中国
杯参赛球队为中国、 乌拉圭、
威尔士、捷克，最终乌拉圭夺
得冠军。

国足主帅仍待定夺

虽然中国杯对手全部确
定，不过目前国足主教练仍未
得到确认。 随着春节假期结
束，新一届国家队的建队工作
迫在眉睫，谁来接替里皮成为
球队主帅无疑是“重中之重”。

此前，有传闻称 ，本土教
练沈祥福作为“国家男足集训
队”主帅有望出任新一届国足
主帅。 不过就在春节前，沈祥
福提前离开了国足集训队在
西班牙的训练营，并返回天海
俱乐部拾起该队的教鞭。而国
足集训队在2月初结束西班牙
拉练后全员解散，球队既定的
日本集训计划也被取消，意味
着这支球队春节之后已经不
大可能重新集结。

还有媒体称，现任国奥队
主帅希丁克很有可能是未来
国足主帅的人选之一。不过据
了解，目前来看希丁克并不具
备接手国足的可能性。从希丁
克与中国足协建立合作关系
开始，双方就已明确其执教与
国足无关。希丁克对于中国队
也缺乏了解。

而恒大近期 连 签 5名 国
脚级年轻球员 ，正逼近 “全
华班 ”的目标 ，卡纳瓦罗倒
是具备在国家队 “兼职 ”的
客观条件。至于他能否最终挂
帅国足，还有待相关部门最终
定夺。

（午宗）

■体育资讯

周琦终于有球可打
国家队首次独挑大梁

随着本次入选集训名单、 并
将代表中国男篮参加世预赛， 周
琦也终于有球可打。 他上一次打
比赛还是 2018年 11月 21日 ， 当
时 ， 周琦代表毒蛇队参加了在
NBA发展联盟的比赛 ， 这也是
他最近一段时间最后一次参加正
式比赛， 距离今天已经过去接近
3个月的时间。

与此同时， 本次世预赛也将
是周琦第一次在中国男篮独挑大
梁， 自2014年亚运会首次代表中
国男篮出战至今， 周琦从未有过
独挑大梁的时候。

2018年的亚运会上， 周琦至
少还有丁彦雨航这样的搭档， 如
今， 小丁因为手术后还在康复训
练无法参赛， 易建联、 郭艾伦、
周鹏、 王哲林等主力全部缺席，
周琦也将第一次以唯一核心的身
份代表中国男篮参加国际比赛。

对周琦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
难得的机会。 难得在于他已经有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系统训练和比
赛， 自从被火箭队裁掉后， 他一
直都处在找新东家和自己训练的
节奏中， 最近才从美国休斯敦飞
回沈阳和辽宁队一起训练， 虽然
之前在美国也曾跟随火箭队名宿
奥拉朱旺一起训练， 自己对训练
也一直非常自律， 但这样的训练
毕竟比不上系统的对抗训练。

另一方面， 这也是周琦和其
他球员磨合、 熟悉的好机会。 自
2017年组建双国家队起， 周琦因
为在火箭队训练和比赛就很少代
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去年夏天的
亚运会是他自2016年后首次代表
国家队参赛， 而自进入NBA后，
周琦和国内球员联手的机会也仅
限于在国家队一起比赛。 这一次
代表国家队参加世预赛， 周琦也
可以借此和其他球员增进熟悉程
度， 为今年夏天一起代表国家队
参加篮球世界杯提前做铺垫。

男篮亚运核心班底仍在
考察新人为主

和上个窗口期的阵容相比，

中国男篮参加本次窗口期的集训
阵容有了很大改变 ， 只有翟晓
川、 吴前、 沈梓捷、 胡金秋、 孙
铭 徽 等 少 数 球 员 继 续 留 在 集
训 阵 容 ， 但主教练李楠对球员
仍然不会陌生， 因为阵容里除了
这几位上个窗口期就参加比赛的
球员， 还有他去年带队夺冠的亚
运班底。 其中， 周琦、 方硕、 赵
睿、 刘志轩、 孙铭徽、 阿不都沙
拉木都参加了去年的亚运会， 是
男篮红队的 “亚运会夺冠班底”。
付 豪 则 连 续 两 年 在 男 篮 红 队
训练过。

由于世预赛只剩下最后一个
窗口期， 中国男篮作为2019年篮
球世界杯的东道主球队， 无论世
预赛最终排名如何都不影响参赛
资格， 所以， 在上个窗口期对合
并后的国家队进行首次考察后，
国家队这一次的主要目的也改为
了 “考察更多的年轻球员， 进一
步扩大国家队选材空间”。

为此， 中国男篮此次未征召
易 建 联 、 郭 艾 伦 等 主 力 。 上
个 窗 口期因伤缺席的任骏飞 、
赵 睿 和 于 德 豪 都 再 次 入 选 集
训 名 单 ， 上个窗口期未获得太
多表现机会的胡金秋， 也继续获
得机会。

00后小将郭昊文首次入选

除此之外， 陈林坚的入选也
值得注意。 投射一直是男篮的一
大软肋， 有 “国产汤神” 之称的
陈林坚能否发挥长处， 就此立足
国家队？ 当然， 刘志轩、 方硕、
吴前等世界杯12人名单的有利竞
争者， 也要抓住本次机会， 充分
表现。

本次男篮名单的最后一个关
注点是八一队小将郭昊文的入
选， 作为一个00后球员， 郭昊文
本赛季刚刚进入CBA， 而他也是
第一个入选国家队的00后球员。
本赛季到现在为止， 郭昊文场均
能够得到8.6分 ， 作为一个身高
超过2米的后卫， 郭昊文被广泛
看好， 这次进入国家队集训是对
他实力和潜力的一个巨大认可，
也将对更多的年轻球员起到激励
作用。

（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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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球员不等于“雇佣兵”

周琦独挑大梁
新人期待正名

中国杯对手皆已确定
执国足教鞭者仍待定

昨天， 中国篮协公布了世预赛第六窗口期
男篮集训的15人名单。 在易建联、 郭艾伦等绝
对主力缺席的背景下， 中国男篮意在考察更多
年轻球员， 周琦则首次在国家队独挑大梁。

男篮集训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