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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足这次打到了淘汰赛， 算是
基本发挥了自身的水平。 要知道中国队
这次和德国、 西班牙两强分在一组， 小
组的形势非常不利， 能够从这个准死亡
之组杀出来已经不易了。 但4场比赛只进
1球， 让人看得还是有些乏味， 球队在和
三支欧洲强队的比赛中也显示了很明显
的差距。

以往中国队在女足大赛中取得好成
绩， 靠的是出色的脚下技术， 其实包括
日本队也是这样。 但通过这届比赛我们
可以看到， 亚洲队的技术优势不能说荡
然无存， 至少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首先
一点对手可以通过身体限制你， 从荷兰
队、 英格兰队对日本队的 “挤压 ” 就能
看到这一点。 中国女足在对德国、 意大

利的比赛中， 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 当
你不能轻轻松松把球倒出来的时候， 对
方的优势就开始显现了 。 在战术层面 ，
中国队的主教练贾秀全也看不出肚子里
有什么 “墨水儿 ”， 淘汰赛对意大利一
战， 贾秀全被对方的女教练限制得 “不
要不要” 的， 对方女教练每一次调整和
人员变化 ， 显得都比贾秀全 “棋高一
着”。 身体处于绝对下风、 技术优势不再
明显、 教练水平偏低， 中国队在世界赛
场上愈发举步维艰。

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未来更重要的
是巩固在亚洲的地位， 现在没有太强的
能力在世界赛场与欧美劲旅争锋， 中国
女足与中国男足一样， 面临的是 “冲出
亚洲 ” 的课题 。 男足在亚洲对手林立 ，

女足相对好一些， 说白了中国女足在亚
洲的主要对手就是日本 、 朝鲜 、 韩国 、
澳大利亚这四个， 亚洲五强也基本代表
了亚洲女足的水平 。 同其他四强相比 ，
中国女足没有什么优势， 比日本、 澳大
利亚差一些， 比韩国强一些， 与朝鲜不
分伯仲。 中国队需要做的， 就是不被其
他四强拉开差距， 至少要像现在这样保
持和她们平行的位置。 不久前马云宣布
投资女足，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长
久以来中国女足运动非常缺乏资金的支
持。 有了资金的支持， 才会把青训和职
业联赛真正搞起来； 有了青训和职业联
赛， 中国女足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保住
在亚洲的位置 ， 让更多的女孩子踢球 ，
这是中国女足近期和远期需要达成的目
标。 至于大赛成绩， 有了基础自然会水
到渠成。

女足世界杯8强决出， 人们惊呼———世
界杯变成了 “欧洲杯”。 因为8强之中有7席
被欧洲占据， 只有老牌劲旅美国队 “孤独一
支”。 不过， 最终笑到最后的恰恰是这 “孤
独一支”， 美国队再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 。
这让人想起了1994年美国男足世界杯， 彼时
8强之中有7席是欧洲劲旅， 但巴西队在连克
荷兰、 瑞典、 意大利三支欧洲强队后， 时隔
24年捧起了大力神杯。 与20多年前巴西男足
险胜连连不同， 这一次美国女足胜的是让人
心服口服。 拿最后的决赛来说， 美国队占据
了场面上的优势， 荷兰队无论在各个层面都
要逊色于美国队。

美国队是个以老带新的阵容， 队中的明
星球员起到了关键作用， 拉皮诺埃和摩根依
然是无坚不摧。 就整体而言， 美国队是一支
没有弱点的球队， 从门将到中锋， 你似乎看
不到她们的漏洞在哪里。 从战术层面美国队
接近完美， 但大赛很多时候还要看意志力。
有些球队很强大， 但只是 “貌似强大”， 在
关键的时刻总会掉链子。 美国队不是没有遇
到过冲击和挑战， 比如1/8决赛的西班牙和
半决赛的英格兰， 都曾经给美国人制造过麻
烦。 但就是当美国队摇摇欲坠的时候， 不知
道她们是施了什么 “魔法”， 总是能迅速反
弹， 然后就是给对手致命一击。 这就是强队
的气质， 强队不仅仅在顺境时可以发挥， 逆
境时也会团结一心顶住压力。 美国女足的强
大也是历史的积累， 这就是传统强队。 8届
女足世界杯， 美国队五进决赛、 四夺冠军，
这样的成绩不是其他球队可以比拟的。 正所
谓 “吃过见过”， 美国球员心理的强大， 也
是靠前辈铺垫出来的。

美国女足的长盛不衰， 源自于国内女足
运动的超高普及率。 与欧洲靠 “男带女” 不
同， 美国女足靠的是 “人海战术”。 美国有
超过180万的女足人口， 这是中国女足人口
的600倍还要多。 踢球的人多， 再加上美国
本就拥有超强竞技体育运动基础 ， 层层
筛选后自然能找到不少优秀的球员。 其实
美国女足的职业化发展并不顺利， 大联盟一
度被称作世界第一联赛， 但这几年已经逐渐
被欧洲联赛取代， 大联盟还曾经有过两次停
摆危机。 但就是靠着人才多， 美国女足依然
可以挥舞着 “强壮的胳膊” 和欧洲人抗衡。
刚才说到美国女足人口180万， 其中有150万
人在校园， 而美国校园足球的普及率和专业
化程度之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有了雄厚的
人才基础 ， 相信未来美国女足依然可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高水平。 只不过美
国职业联赛可能会由输入国变成输出国， 也
许未来会有大批美国女足国脚转战更为发达
的欧洲联赛。

男子化和职业化

这届女足世界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精彩， 所谓精彩就是比赛的攻防节奏明
显加快。 竞技体育追求的是 “更高、 更
快、 更强”， 以往女足比赛慢吞吞的节奏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和男足一样的速
度、 力量和攻防转换。 女足并不是一夜
之间这样的， 其实前两届女足世界杯和
奥运会已经有了这个趋势。

女足球员的身体素质有了极大的提
升。 举个例子———以前女足门将开大脚
很可能开不远， 现在则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情。 这届女足世界杯， 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势大力沉的远射破门。 女足球员身
体素质的提升， 直接导致的就是战术的
男子化， 以前一些因为女球员身体条件
所限无法执行的战术， 这届世界杯被完

全推广起来 。 最典型的就是高位逼抢 ，
尤以美国队 、 荷兰队和英格兰队突出 。
这些球队经常在比赛中从对方半场就进
行紧逼， 这样的紧逼让对手往往无所适
从。 前场抢下来之后就地反击， 缩短了
和对方球门的距离， 往往进攻的威胁会
更大。

带动女足球员身体素质提升以及技
战术男子化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是职业
化， 特别是欧洲的职业化。 虽然冠军被
美国队拿走 ， 但真正的赢家是欧洲人 ，
她们向世界展示了欧洲女足的集团军优
势， 如同男足一样， 女足层面欧洲的强
队也是最多的。 就在几年之前， 我们很
难想象意大利、 西班牙、 荷兰、 英格兰
的女足可以踢得这么好。 欧洲有着最强

大的足球传统和资源， 欧洲的男足水平
世界第一。 现在欧洲很多男足职业俱乐
部属下都有女足 。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
新赛季球队官宣新球衣， 往往是男足球
员和女足球员一起出镜。 欧洲的职业俱
乐部有着一流的训练设施和理念， 他们
可以把这些本就是成功经验的东西直接
嫁接到女足身上。 欧洲的这些女足强队，
她们根本不用摸索， 因为男足已经给她
们指了一条明路。

欧洲人对女足的热情也是越来越高，
像这次勇夺亚军的荷兰队 ， 每场比赛
都有大批橙衣军团的球迷到场助威， 那
架势丝毫不亚于荷兰男足的比赛。 同美
国一样， 欧洲女足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
础， 踢球的人非常多， 职业队选拔人才
很容易。 对于欧洲来说， 现在可能最需
要的是涌现一两支 “领袖球队”， 强队确
实多， 但像美国队那样超强的还没有。

中国女足任重道远

本届世界杯美国女足技高一筹

美国女足夺冠名至实归

马云宣布投资中国女足

□本报记者 段西元
繁繁花花似似锦锦女足世界杯

上周日女足世界杯在法国落幕， 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热闹也是
最精彩的一届女足世界杯。 女足运动正在大踏步向前发展， 随着职
业化和商业化的到来， 这项运动有着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