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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怀怀冠冠军军梦梦““铿铿锵锵玫玫瑰瑰””追追梦梦法法兰兰西西
一年前， 贾秀全临危受命接

过 女 足 教 鞭 ， 开 启 了 他 自 称
为 “勇敢冒险 ” 的历程 ； 而今 ，
他即将率新一届 “铿锵玫瑰” 出
征法兰西 。 在 2019法国女足世
界 杯 烽烟即燃之际 ， 贾秀全在
国家奥体中心接受了新华社记者
的专访。

心怀冠军梦， 有欲望更
需专注

“冠军的心永远会伴随我
们！” 贾秀全毫不掩饰对世界杯
冠军的渴望。

“喊出这个口号时， 我们也
在反观自己实力到底怎样， 能不
能实现这个目标 。” 贾秀全说 ，
“虽然离欧美强队有差距， 但一
直以来， 我们全队上下都是按照
拼搏冠军的高标准、 高质量去训
练和要求自己， 即便苦， 只要敢
想， 就有可能实现梦想。”

谋其上者取其中， 谋其中者
取其下。 在贾秀全看来， 如果降
低标准， 球员就会失去向上的动
力。 “假如没有一颗冠军的心，
大家就是去世界杯走一趟， 是会
留下遗憾的。”

采访中， “欲望” 和 “专注
度 ” 是贾秀全提到最多的两个
词， 他认为这是决定女足 “勇敢
冒险” 成败的关键。

“每个人都要有强烈的获胜
欲望、 拼搏欲望、 在场上不服输
的欲望。 没有欲望， 趁早离队！”
这是贾秀全定下的军规。 “专注

度 ” 则是姑娘们近期苦练的秘
籍。 近期的集训中， 为了培养专
注度， 教练组不仅让队伍进行多
球训练、 多颜色背心训练， 还要
求队员在传接球上、 哨声的掌握
上、 下一个动作甚至下两个动作
上训练专注。 贾秀全还刻意把半
场模拟比赛时间延长到60分钟，
锻炼队员在过了45分钟后的专
注。 “上半场或下半场结束前，
队员会有疲劳点， 这会导致失误
增多， 甚至失球。 我们有意识地
训练她们在极端疲劳下， 还能全
神贯注， 减少失误。” 贾秀全说。

备战 “三英” 苦练二
点球 “软肋”

提到世界杯小组赛对手德
国、 西班牙、 南非， 贾秀全显然
已做足了功课。

贾秀全表示， 中国队的小组

赛目标是全力争胜， 这样在淘汰
赛阶段才能占据主动。 为实现这
一目标， 4月初在武汉举行的四
国赛上， 中国女足特意选择俄罗
斯、 克罗地亚、 喀麦隆三个 “假
想敌” 练兵。 虽然中国女足最终
夺冠， 但第二落点球的短板让贾
秀全如鲠在喉。

“欧洲球员身材高大， 大部
分球队打法直接， 她们会利用自
身优势， 在空中球或长传球打完
后， 抢落地的二点球， 而亚洲球
员身材矮小， 争抢二点球成为我
们的软肋。” 贾秀全坦言。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此
后的集训中 ， 球队加大了二点
球、 门球、 长传球、 落地球及攻
防的练习， 也解决了一些位置间
的问题。 “德国、 西班牙队伍成
熟， 脚下技术好， 但她们在地面
打不开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利用
长传 ， 打我们的二点球这一软

肋， 不得不防。” 贾秀全说。

以老带新 中国队强调
“整体足球”

对于中国队的23人名单， 贾
秀全早已成竹在胸， 近期就将向
国际足联递交名单 。 他反复强
调， 队伍打的是整体足球， 无论
是谁 ， 都要围绕战术体系走 。
据悉， 大名单上的人选会优先考
虑参加过奥运会和世界杯的人
员， “有大赛经历的球员在稳定
性、 临场发挥、 技战术准备、 熟
练程度 、 默契程度上还是有优
势”。 贾秀全说， 谭茹殷、 杨丽、
宋端等老队员的回归， 对丰富技
战术和进攻套路， 以及限制对手
上会发挥作用。 “希望老队员在
世界杯中能撑起新女足， 带着中
的、 小的一起冲。”

关于备受关注的王霜， 贾秀
全认为， 代表国家队和代表俱乐
部比赛有明显差异， 王霜需积极
做出调整。 “在俱乐部， 王霜可
以长时间控球， 有较大空间、 充
裕时间处理球， 但代表国家队比
赛更讲究整体， 可能会要求她在
狭小空间内 、 最短时间内完成
传、 带、 过、 射等技术动作， 这
与俱乐部 ‘大开大合’ 的打法完
全不同。”

现在最让贾秀全头疼的是，
把王霜放在什么位置最合适 。
“如何在 狭 小 空 间 中 把 她 的 特
点发挥出 来 ， 王霜还需和球队
磨合。”

倒计时前恶补“知识点”

世界杯越来越近， 除了技战
术上的磨合， 上心理课、 看励志
片、 了解视频助理裁判 （VAR）
也成为女足姑娘们补课的内容。

“我们上了很多心理课， 还
选了不少对球员有帮助的励志
片， （看完） 大家一起聊感受，
效果还可以。” 贾秀全说。

本 次 女 足 世 界 杯 将 引 入
VAR，对于这一新技术，队伍专门
进行了培训。 “VAR对球员在球
场上什么动作该做不该做， 提出
了更高要求， 对球员抱有的侥幸
犯规心理是个提醒， 我在这个区
域，踢了谁一脚、给了谁一拳，一
回放，都跑不了。这对球员在场上
的规范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同
时也需要她们更加聪明、 合理地
运用规则。 ”贾秀全说。

此外， 球队还让队员适当放
假调整， “姑娘们也需要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些对她们更好地
理解足球有很大帮助”。

采访结束前， 贾秀全对自己
执教女足一年来的感悟做了个小
结： “教练其实是一个很寂寞的
职业， 输球赢球、 喜怒哀乐都要
承受。 （我） 选择带女足， 是希
望能把自己这么多年带男足的经
验、 踢球的经验分享给她们， 希
望她们能进步。 在比赛训练中，
（只要） 她们有变化， 能够往前
走， 能够和欧美抗衡， 甚至赢她
们， 我就高兴。” 据新华社

———女足世界杯前专访中国女足主帅贾秀全

北京中赫国安输掉了亚冠生
死战， 中超领头羊本赛季的亚冠
之旅草草收场。 国安队的出局并
不冤， 在与同组日韩球队的交锋
中， 国安队1平3负且只打进1球，
国安队和亚洲强队之间的差距是
非常明显的。

本场对阵浦和红宝石的比
赛， 转折点发生在上半时开场不
久。 浦和队队长柏木阳介和国安
队中场大将池忠国在一次对抗中
双双受伤下场， 浦和队换上了长
泽和辉， 国安队派上了张玉宁。
但换人的效果非常不同， 长泽和
辉成为了本场最佳， 而张玉宁碌
碌无为。 很多人在指责施密特的
这次换人过于 “激进”， 但一般
情况下， 教练很难预料到这么早
就会有主力受伤。 而且换上张玉
宁， 施密特选择的是赌一把， 他
也只能赌一把， 因为国安队唯有
进球才能把握出线的可能。 遗憾
的是， 国安队赌输了。

虽然浦和队目前在 J联赛中
仅仅排名第十， 但是面对中超十
连胜的球队， 这支前亚洲冠军球
队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霸气。 浦
和队对国安队的抑制是全方位
的， 首回合浦和队在工体踢得非
常狼狈， 但次回合比赛他们解决
了所有问题。在工体，浦和队的边
路，特别是左路被王刚打爆。而这

场比赛，浦和队调整了翼卫人选，
新上场的两名翼卫更加能拼能
跑， 国安队的两个边后卫被彻底
控制住。 浦和队还吸取了全北队
的经验，对国安队实施贴身紧逼。
在国内联赛中， 国安队也面临着
紧逼， 但是国安队的技术比国内
的对手高出一大块， 所以往往能
化解危机。而到了国际赛场，面对
日韩球队的紧逼， 国安队没有技
术优势， 场面也就显得非常被动
了。 比赛中浦和队也显示出了压
倒一切的气势， 当二分之一球出
现时， 浦和队球员往往比国安队
球员更为勇猛。在生死战面前，浦
和队在战术准备、临场发挥、球队
斗志上都压倒了国安队。 与其说

国安队没有发挥出在中超的水
平，不如说浦和队太“高精尖”。

国安队和日韩球队本赛季的
战绩 “惨不忍睹”， 证明国安队
距离亚洲顶级还有 “十万八千
里”， 国安队唯有苦练内功， 让
自己越来越强， 才能一个 “筋斗
云” 翻过这 “十万八千里”。 对
本赛季的国安队来说， 最重要的
是保住联赛的领先优势。 下一轮
中超联赛国安队将面对卫冕冠军
上海上港 ， 11连胜是追求的目
标， 但球队能有个稳定的表现，
不受亚冠结果影响才是最关键
的， 不要让对浦和队的这场失利
成为 “多米诺骨牌” 第一张倒下
去的 “牌”。

北京国安距离亚洲强队
还有“十万八千里”

本报讯 （记者杨琳琳 通讯
员 石福睿 ） 近日 ， 由城建北方
集团工会组织的第三届职工运动
会在北京大学生体育馆举行。 近
600名 “城建北方” 员工欢聚一
堂， 共享这一场展示员工风采 、
增进职工友谊、 汇聚发展力量的
体育 “嘉年华”。

本届运动会以 “强基固本、
守正创新” 为宗旨， 以 “全员健
身、 你我同行” 为主题， 以增进
职工交流， 发扬 “友谊、 合作、
传承” 的精神和宣传体育强身为

目的， 再次开启了该集团全民健
身 热 潮 。 在 1个 月 的 时 间 内 ，
1300余名运动健儿在篮球 、 足
球、 象棋、 围棋、 羽毛球、 乒乓
球、 田径、 游泳等17个比赛项目
中展开角逐， 创造出优异成绩。

“感谢工会给我们搭建的活
力平台， 让我感受到了组织大家
庭的温暖。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
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坚定
的意志， 更加扎实的态度， 为实
现集团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 一位获奖职工说。

北方集团第三届职工运动会落幕

本报讯 据中国乒乓球协会
消息， 中国乒乓球协会日前召开
备战东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会
议，协会主席刘国梁、秘书长秦志
戬、国家队领队黄飚、教练组、运
动员等40人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传达了国家和体育总局
关于备战东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工
作的精神， 介绍了此项工作面临
的国内外复杂形势， 进一步明确
各类违规界定条件 ， 并公布了
《中国乒乓球协会反兴奋剂管理
条例》。

该条例针对协会、 国家队相
关责任人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
和问责处罚措施， 对行踪信息申
报、 食品药品营养品安全、 治疗
用药豁免、 检查检测等方面提出
具体工作要求。

协会主席刘国梁表示， 确保

中国代表团干干净净参加2020年
东京奥运会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
任务， 协会和国家队全体人员要
从讲政治、 讲大局的高度看待反
兴奋剂工作， 清醒认识面临的复
杂严峻形势和潜在风险隐患， 深
刻汲取教训， 增强防范意识。 各
部门要严格按照 《管理条例》 和
《责任书》 等有关文件， 从运动
员本人、 主管教练、 主教练和协
会四个层级层层落实责任， 严格
日常监督管理， 重点加强行踪信
息申报管控工作， 对国家队赛训
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各类肉食
品 、 药品 、 营养品提高送检频
率， 严防食源性、 药源性误服事
件， 加大风险防控力度， 构建反
兴奋剂综合长效防控体系， 共同
维护国家荣誉、 国家形象。

（艾文）

增强兴奋剂防范意识
干干净净参加奥运

刘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