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永竞： 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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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高天意： 缓解国安燃眉之急

国安两新援成色几何？

高天意是国安队非常有针对性的
一笔引援， 这笔引援极大地缓解了国
安队的U23危机。 事实上， 上赛季结
束后， 国安队的U23危机就暴露了出
来。 张玉宁和郭全博的 “超龄”， 让
国安队U23球员的位置上出现了真
空。 虽然上赛季预备队在足协杯上表

现不错， 比利奇也提拔了多位小将参
加春训， 但是志在争冠的国安队， 必
须要有更保险的U23人选。 侯永永是
U23球员， 但从前两年的比赛看， 侯
永永进步不够快， 能力在同龄人中不
算突出， 只有他这么一个U23， 也确
实显得 “单薄” 了些。

“万能插头” +U23悍将

对对于于中中超超来来说说，， 这这是是一一个个极极度度萧萧条条的的转转会会窗窗口口
期期，， 无无论论是是外外援援还还是是内内援援转转会会，， 都都没没有有什什么么令令人人兴兴
奋奋的的名名字字。。 当当然然，， 在在疫疫情情防防控控的的环环境境下下，， 各各俱俱乐乐部部
能能够够稳稳住住阵阵脚脚就就已已经经相相当当不不错错了了。。 在在这这个个窗窗口口期期，，
北北京京中中赫赫国国安安在在转转会会市市场场上上还还是是有有一一定定动动作作的的，， 接接
连连签签下下了了曹曹永永竞竞和和高高天天意意两两名名内内援援。。 两两名名球球员员都都有有
一一定定的的特特点点，， 尤尤其其是是高高天天意意的的加加盟盟，， 让让国国安安在在UU2233
的的选选择择上上留留有有余余地地，， 那那么么他他们们的的成成色色几几何何，， 又又能能否否
快快速速融融入入队队中中？？

曹永竞是从北京另一支职业球队
北京人和转会而来。 提起来自人和的
球员， 可能球迷们马上会想到边路快
马王刚。 王刚在国安队非常成功， 他
是右后卫位置上的绝对主力， 凭借在
俱乐部的出色表现， 王刚在国家队也
成为重要的一员。 国安球迷肯定希望
曹永竞能够像王刚那样取得成功， 成
为国安阵容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曹永竞在前几年一直是转会市场
上的热门人物， 他的U23身份， 让很
多豪门都趋之若鹜。 不过， 曹永竞选
择一直留在了人和队， 今年来到国安
队时 ， 他已经没有了U23球员的身
份， 这也意味着曹永竞必须参与到球
队激烈的竞争中。 要知道国安队是中
超中场实力最强的球队之一， 奥古斯
托 、 比埃拉 、 张稀哲 、 朴成 、 池忠
国、 李可、 吕鹏， 再加上有U23身份
的高天意和侯永永。 曹永竞要想取代
这些名字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位置， 都
会非常不易。 在中场如此强大的情况
下， 为什么还要补充人手？ 国安队很
可能是看中了曹永竞多面手的特点。

综观曹永竞这几年的职业生涯，
他踢过前锋、 前腰、 侧后腰、 后腰、
边路等位置， 可以说中前场任何一个

位置他都能打 。 这样一个 “万能插
头”， 可以适应比利奇需要的任何战
术体系。 曹永竞奔跑能力很强， 这是
他适应多个位置的基础。 以前我们总
是会觉得中国的年轻中前场新人往往
身体比较单薄 ， 而曹永竞比较 “硬
实”， 对抗能力相当不俗。

能够适应多个位置， 但也恰恰说
明曹永竞的特点不是那么鲜明， 这也
是很多中国球员踢着踢着就 “走进死
胡同” 的原因。 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比
赛看， 曹永竞似乎已经没有刚露头时
那么 “咄咄逼人” 了。 人和队糟糕的
战绩 ， 让队内很多年轻球员的 “锐
气” 大减， 曹永竞就是其中之一。 来
到国安队后 ， 曹永竞面临更强的竞
争， 到了场上也会面临更强的对手。
虽然是个多面手， 但曹永竞还是应该
尽快找到自己的定位， 当然这方面教
练组也有责任帮助曹永竞找到定位。
多面手也不能乱放一气， 至少春训期
间， 要让他明白自己会主打哪一到两
个位置。 从曹永竞的能力和技术风格
来说， 不能指望他像王刚那样迅速让
人 “眼前一亮”， 如果他在本赛季能
够顺利进入到轮换阵容中， 这就算是
一笔不错的引援了。

高天意的到来， 可以说缓解了国
安队的燃眉之急， 让国安队拥有了一
位来之即用的U23球员 。 必须要说 ，
这种球员在转会市场上是非常难找
的。 从中超到中甲， 稍微好一点儿的
U23球员都是 “稀罕物 ”， 稍有财力
的球队， 都会把住自己的U23， 不会
放给竞争对手。 高天意来自全国冠军
队江苏苏宁， 能够从江苏队挖到这名
球员， 相信中赫国安俱乐部也尽了全
力。 当年在江苏队时， 高天意是名帅
卡佩罗提拔的， 卡佩罗也为他找到了
准确的定位。 作为中场球员， 高天意
身材高大 ， 虽然非常强壮 ， 脚下的
“技术活儿” 却很细， 这种技术特点
让欧洲人卡佩罗非常喜欢。 高天意也
从卡佩罗当教练那时起， 得到了很多
的出场机会。 本身有一定能力， 又是
U23球员， 高天意前两年在江苏队还
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锻炼。 不过与其
他很多球队不同， 受益于对青训的重
视 ， 江苏队其实并不缺乏U23选手 ，

这也导致高天意的出场机会越来越
少， 一度还被租借到了深圳队。 去年
高天意回到了江苏队， 尽管主帅奥拉
罗尤对他比较欣赏， 但在竞争激烈的
冠军队里 ， 高天意出场次数还是寥
寥。

高天意有一定脚下技术， 相信可
以融合进国安队的中场。 国安队能用
的两名U23球员都踢中场， 那么如此
豪华的中场需要插入 “小将”， 怎么
排兵布阵， 需要比利奇多费一些脑筋
了。 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 就是高天
意或者侯永永位置进行微调甚至大
调。 两个可用的U23， 看上去还是要
少一些， 毕竟我们还要考虑到伤停等
因素。 这次春训， 比利奇带来了一些
预备队小将， 希望克罗地亚名帅能从
中找到可用之材。 相对于前任热内西
奥， 比利奇应该是位善于提拔新人的
教练， 与其他球队相比， 国安此前在
这方面做得相当保守， 但愿比利奇能
改善国安队年轻球员的提拔力度。

比利奇是一位善于提拔新人的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