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让人寒心了！

丰枫峰

5

：

正赛又被打回原形，差点被

绝杀，什么玩意啊，松懈，一些人没求胜欲

望，领先后完全懈怠，教练布阵换人不善，

唉……国足还是那个国足，想念张琳芃，孙

可，郑龙，国足需要他们这样有血性有良知

有拼劲的好球员。还有张稀哲，我觉得他还

可以继续踢会。

源

-

还要走吗：

中国队就是这样,挨骂

了认真踢两场,风头过了,该怎样就怎样。阿

斗的病啊。

LZJ-

李智杰：

又开始有人说教练下

课，我真想说，到底是教练的问题还是球员

的问题，一个教练不行，是教练错，两个，也

是教练问题，第三个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根

本不在教练。

如火如荼

112

：

在友谊赛风生水起，在

有逼抢强度的正式比赛队形散乱， 打不出

配合，这是中国队最大的问题，高洪波时代

是这样，现在傅博也是这样，他俩对如何在

高强度对抗中如何打出传切配合， 一直不

知道怎么办。

不回头

1988

：

这都什么人？年轻时百

射不进的姜宁，就会后脚跟的郜林，拿不住

球的于大宝，走着踢球的郑智，廉颇老矣的

杜威， 整天看巴萨十佳球的傅博……就这

配置，能踢出个什么东西？球员根本就不想

踢，拿国家这两个字开玩笑！！！

imba

小雨：

中国队没输够，下一个柬

埔寨还是斯里兰卡还是关岛或者南极洲大

企鹅代表队？

淡定又淡定：

场上除了守门员，其他10

个人那是什么踢球态度，吃完晚饭在找地方

散步呢。这种态度还代表中国踢球。也难怪，

踢中国队没有奖金，人家恒大，赢一场一千

多万奖金呢。国家能把无偿捐赠印尼的钱奖

励给他们，印尼早被打成筛子了……

好人

jerry2012

：

每次都不想看比赛

了，可是一有比赛，还是忍不住。爱了国足

这么多年了，以前不管踢得怎样,只要看到

有中国男子足球队和谁谁谁比赛， 我都会

支持！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中国！可是每次的

结果，都太让人寒心了！太寒心了！我真的

不想再看到有中国男子足球队的消息了。

因为只要看到，我还是想看中国足球，然后

又会寒心啊！解散吧，给大家一个解脱。

体育场四周难见印尼球迷身影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提前一个半小时抵达

苏加诺体育场， 搭载记者的出租车司机压根

不知道有一场这样的比赛在苏加诺体育场进

行。下车后，记者一路上没有看到多少印尼球

迷， 体育场四周完全没有一场足球比赛赛前

应有的氛围。抵达体育场后，倒是有不少印尼

人在四周，但他们跑步的跑步、骑车的骑车，

一点也不关心这场足球比赛， 苏加诺体育场

外围原本就是印尼人喜欢健身的地方。

苏加诺体育场内空空荡荡，一共只有500

名球迷被允许进入球场， 其中包括50名中国

球迷，印尼队的魔鬼主场氛围荡然无存。在出

征印尼之前， 国足代理主帅傅博曾谈到印尼

主场被处罚一事，“应该说对我们有一定有利

的因素， 毕竟之前印尼的主场气氛是非常不

错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做好其他更困难

的准备， 不能因为这一个好消息就放松了对

困难的准备。”

国足下半场变身“步行者队”

傅博的预言没错： 没有了超过8万名球

迷的现场助阵，印尼队在上半场确实发挥得

很糟糕，国足完全占据优势，并取得一球领

先；不过，下半场却风云突变，国足失去了对

比赛的控制，傅博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教练区

指挥比赛。傅博的担忧在第68分钟变成了现

实，印尼队将比分扳平，而这粒失球完全是

国足此前22分钟缺少跑动、放松逼抢、体能

下降的恶果。

傅博想继续通过换人改变场上局面，但

准备上场的郜林却因为球袜不符合规定，而

被第四官员要求重新换球袜， 这一来又耽误

了4分钟才上场。不过，一个球员的调整不足

以改变国足下半场的颓势， 印尼队继续给国

足制造巨大麻烦。补时第3分钟，印尼队10号

错失了单刀球的机会， 这时看台上的中国媒

体都在祈祷：“比赛快结束吧，不然1分也拿不

到了。”

傅博失望：我们的运气差了点

比赛结束后， 傅博首先出席了新闻发布

会。这是他率领国足征战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此前的东亚杯和热身赛均表现不俗， 但昨天

却以失望收场， 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

情：“总体而言，我比较失望。印尼队的战术安

排很恰当，而我们的运气差了一点。我们取得

了领先， 但如果能抓住扩大比分的机会会好

一点。这是球队成长路上必须经历的，比如应

该学会如何去控制比赛、丰富自己的打法。”

对于中场休息时1比0的领先优势， 傅博

赛后透露了自己在中场休息时的安排，“根据

上半场的情况， 我们在中场休息时还是想扩

大比分，我们也有机会，所以我让郑智位置前

移，推到中场。同时，我也要求队员们能稳固

防守。”至于自己3次换人，傅博表示：“郑智

位置前移是希望他控制中场， 姜宁上场后也

不错， 换上郜林是希望利用他正面突破的能

力，换上的球员发挥得都比较好。”

傅博拒绝回答球员态度是否有问题

不过，随后的时间，对于傅博来说有些难

熬，记者们的提问越来越尖锐。一位印尼记者

提问说：“赛前你们为什么有十足的信心赢得

比赛，但从比赛来看，你们的后防线问题比较

多。”对此，傅博回应称：“我们创造了很多机

会，实力上还是高于印尼队的。在准备会上，

我要求提高中前场传球成功率。 但在对手的

密集防守之下， 我的队员们应该有更多的耐

心。”随即是一位记者“来者不善”的提问：

“首先，在变阵之后，你认为是球员的体能出

现了问题，还是态度出现了问题？第二个问题

是，最近一直在传里皮会取代你，成为国家队

的主教练， 这是不是对你和球员有负面的影

响？”听罢问题，傅博嘴角挤出一丝苦笑：“我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 我本身就是国家队的

代理主教练。谁来做主教练都可以。”至于国

足球员体能还是态度的提问， 傅博选择了回

避， 这让现场中国记者不禁议论，“傅博回避

第一个问题， 看来他是觉得球员的态度有问

题啊。”

差点在主场逆转中国队， 这给了印尼

队巨大的信心， 他们参加赛后发布会的球

员代表表示：“很期待与中国队的第二回合

比赛。”

5比0变1比1

� �

国足

56

年后又一次被印

尼队逼平，此前对印尼队的

8

连

胜被终结。 上一次国足与印尼

队的交手是在

9

年前， 当时国

足

5

比

0

战胜印尼队。

（只算国际

A

级赛）

吴曦

捅空门得手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中印之战在雅加达当地时间昨晚7点准

时开始， 赛前1个多小时，50名中国球迷聚集

在苏加诺体育场外。 带头的是一位绵阳的球

迷巫睿，他去年到印尼工作。此外，来自遂宁

的冯庆也是组织者之一。

由于此前的球迷骚乱， 本场比赛印尼

方面被亚足联禁止球迷入场。 在印尼足协

的沟通下， 亚足联最终允许500名球迷入

场，其中50张门票分配给了中国足协。据冯

庆介绍，在中国队抵达雅加达时，他们一帮

球迷曾前往机场接机， 中国足协官员感觉

到了当地中国球迷的热情， 于是把50张门

票都赠予他们，希望他们到场为国足助威。

这让冯庆喜出望外：“我来印尼工作两年

了，去年分组揭晓后，我就一直在期待这场

比赛，希望届时能到现场给国足加油。但后

来听说印尼主场被处罚，不对外卖票，我感

到很失望。没想到国足来了之后，我们球迷

分到了球票。”

在进入球场之前， 巫睿举着一面五星

红旗，再三给同伴们强调：“虽然我们只有

50人，印尼球迷有450人，但我们还是要尽

量喊出气势，给国足加油。另外，印尼球迷

的疯狂是出了名的， 可能会出现我们预想

不到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统

一行动。”

开赛前50分钟， 巫睿带着球迷们提前进

场，当时国足两名替补门将王大雷、杨智在教

练区楚良的带领下到球场热身，50名球迷开

始高喊：“王大雷加油！”“杨智加油！”“区楚

良辛苦了！”王大雷、杨智、区楚良3人都高举

手臂，对球迷们的热情进行回应。

比赛开始后，能容纳近9万人的苏加诺

体育场显得空空荡荡，450名印尼球迷和少

数中印媒体稀稀拉拉地散坐在看台上。50

名中国球迷则坐在同一个看台上， 当国足

打不开局面时，他们会高喊：“于大宝进一

个！”50名中国球迷的振臂高呼在上半场快

结束时收到效果，吴曦终于打破僵局，笑脸

挂在球迷们的脸上，他们又开始高喊“2比

0！”。巫睿介绍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

一次到现场看国足的比赛， 不管国足的成

绩如何糟糕， 总有一帮这样的球迷对他们

不离不弃。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发自印尼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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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中国队昨晚在亚洲杯预选赛中客场1比1逼平印尼队

没被绝杀 已属万幸

还是原来的国足 还是原来的味道！

再空旷对国足来说也是“魔鬼主场” 此前在东亚杯上有不俗表现的国足被打回了原形

中国足球

侮辱公众情绪

□

颜强（网易副总编辑）

看到中国足协的领导又一次

出现在国家队训练基地 ， 进行

“督战”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滑稽

感袭扰着我。压力肯定有的，中国

足球队的官微才有了一条 “我们

会努力”的微博。没有深思熟虑和

反复推敲， 足协不可能让这样的

官微说话。

同一时间， 广州恒大在亚冠

联赛里气吞万里如虎， 剑锋直指

冠军， 在国内联赛更是兵不血刃

提前卫冕。

种种迹象叠加起来 ，如果中

国国家队出师印尼 ， 不强求大

胜 ， 只要是一场顺理成章的胜

利，中国足球的局面都会实现一

点额外的小小转变 。不能说形势

大好，但似乎多少有了点积极的

迹象。

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 ，中国

足球毫不犹豫地回到了自己固

定的轨迹上———每当你觉得探

底探到最底了，那根中国足球的

底线还会下探。这一次是在客场

和印尼打平， 场面更输给比分 ，

因为最后

10

分钟险象环生的球

门 ，不是印尼那边 ，而是中国队

这边。

顺带而来的结果， 就是中国

队有可能在亚洲杯预选赛的小组

赛中被淘汰， 未来面对印尼沙特

和伊拉克的比赛， 场场都需要争

胜。小组第三也还有一线机会，不

过考虑到这只是亚洲杯的预选

赛，都能让中国队如此艰难，中国

足球的亚洲二流地位， 看来也难

以稳固。

这样的折堕 ，并不是一项社

会事务在向前发展过程中 ，必然

经历的起伏，而更是系统整体混

乱失调之后，对公众情绪以及足

球这项运动的一再侮辱 。没有人

还会幻想中国足球在竞技层面

上出现奇迹，但面对印尼这样的

对手，在有着重大压力所以不存

在假球和消极比赛可能背景下 ，

还能将比赛踢得如此难看 ，实在

是人为地为公众增加负面情绪。

这只是一场中国足球在扭曲

中继续正常表现的比赛， 只是自

谢南杨入狱之后的足坛反腐整

风，或许净化了足球政治环境，却

根本没能为中国社会创造一个更

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环境。 政府

主管部门内进行了反腐， 可这并

不是为了促进中国足球进步的反

腐，整体上足球运动的生态环境、

管理水平和机构建设， 没有半点

进步。

所以那种似曾相识的滑稽

感， 会一直陪伴着我们： 国家队

是重中之重，资金资源投向国际

洋帅；洋帅水土不服，尤其和“督

战 ”的足协领导无法配合 ，竞技

成绩不达标失败 ； 土帅临时过

渡 ，稳定住成绩 ，足协领导 “督

战 ”得力 ；土帅到了节骨眼上继

续失败 ， 领导 “总结总结再总

结”，一切从头再来。

乱砍滥伐的周期性循环进

行 ，是整体生态的崩溃 。这样一

片荒瘠土壤 ， 已经不是中国足

协能够培育和看护 ， 以获取新

生机会的 。更糟糕的是 ，出于运

动天性热爱足球的社会人群 ，

情绪上要被中国足球的低劣愚

蠢周而复始的侮辱 。 解放中国

足球 ， 要从解放中国足球的管

理体系做起 。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发自印尼雅加达

网友热议

昨晚， 国足在亚洲杯预选赛小组第三轮

中客场1比1与印尼队战平，三轮后只取得1胜

1平1负的战绩积4分暂居C组第二名， 截至昨

晚11时， 同组少赛一场的沙特阿拉伯队和伊

拉克队分别以6分和3分位居第一名和第三

名，印尼队则以1分垫底。

赛前，无论是国足代理主帅傅博，还是足

协副主席于洪臣都喊出了要在印尼客场拿下

3分的口号，于洪臣甚至在出征前的动员会上

表示打平都等于失败。 开场后国足虽然占据

着一定的优势，但打得并不流畅，难以形成有

效的配合， 直到第25分钟才取得了首次有威

胁的攻势，王永珀斜传禁区中路，武磊高速前

插直接面对印尼队门将， 但他准备包抄射门

时在身后后卫干扰下倒地，错失破门良机。第

36分钟国足终于取得进球， 武磊禁区内迎球

射门未能踢正， 但禁区左侧的于大宝在拿球

后背身突破成功， 并在对手有拉拽的情况下

传中，吴曦门前铲射破门！第42分钟王永珀的

直接任意球造成对方门将维拉万脱手， 于大

宝跟进补射破门，但却被判定越位在先，进球

无效。

中场休息时傅博用中卫冯潇霆换下了后

腰刘建业，郑智重新回到中场。第59分钟王永

珀开出战术角球， 郑智在禁区外围突然重炮

轰门，可惜皮球击中横梁弹出，国足错过了扩

大领先优势的绝佳机会。 在下半场场面处于

优势的情况下，国足却意外丢球，第68分钟印

尼队任意球开到国足禁区， 索罗萨接队友头

球摆渡迎球怒射攻破曾诚把守的大门，1比1！

被扳平比分后， 国足用郜林换下王永珀加强

进攻，但球员体能严重下降，导致失误连连，

在最后阶段基本上没有形成有威胁的进攻，

只有郜林在禁区内试图挑球过人时造成萨纳

迪手球，但裁判没有理会。

相反，印尼队在进球后士气大振，最后时

刻屡屡打出快速反击威胁国足防线。 全场补

时第2分钟，印尼队的博奈在前场拿球后高速

突破到国足禁区中路， 他的怒射被曾诚伸出

右手勉强挡出，索罗萨左侧小角度再射打偏。

博奈的这脚射门也惊出国足所有球员和电视

机前的中国球迷一身冷汗， 这场比赛没有被

补时绝杀，已经属于万幸。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四川球迷领衔中国球迷助威团

数说

“我本身就是国家队的代理主教练，谁来做主教练都可以。”

———傅博赛后回应里皮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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