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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婷晋级九球世锦赛16强

在桂林举行的2014年九球世锦赛会内赛昨

日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潘晓婷在胜部比赛中7比

3战胜了蒂卡露晋级16强。两连胜的潘晓婷赛后

表示自己期待能够获得本次世锦赛的冠军。

其实这场比赛，潘晓婷赢得并不轻松，开赛

后她一度找不到手感，状态有点儿慢热。不过潘

晓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状态出来太早并非

好事，逐渐进入才是自己的风格。同时潘晓婷也

感叹道， 最近这些年女子选手水平进步很快，以

前打比赛前两轮的对手都不是特别强，还可以通

过比赛找状态、热身，但是现在选手都很强，要求

你一开始就进入比赛情况，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潘晓婷昨日的比赛被安排在中午进行，不

过她透露很早就被老妈妈揪起来训练、 比赛。

潘晓婷的父母最近都是一路陪伴她参赛，由于

赛程密集，目前潘晓婷还没有时间和父母一同

去游览桂林的山水，不过她表示如果成绩很理

想的话会改变下行程，感受一下“桂林山水甲

天下”。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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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独家专访张修维、向柏旭效力的法国里昂俱乐部、圣埃蒂安俱乐部青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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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世青赛最后一关

国青今战卡塔尔

今晚， 中国国青队将

在亚青赛1/4决赛中迎战

卡塔尔队。 如果国青队获

胜， 他们将在阔别10年后

首次重返世青赛。

本届U19国青队拥有

13名海归球员，这被视为

他们能够进入亚青赛淘

汰赛的资本。不过，与国

青队相比，卡塔尔队的海

归阵容更加豪华，12名在

欧洲俱乐部踢球的球员

中很多都在马竞、塞维利

亚和比利亚雷亚尔等西

甲劲旅梯队踢球。在本届

亚青赛中攻入4球、 排名

射手榜首位的艾哈迈德·

萨迪甚至已经在比利时

乙级联赛尤本队踢上了

正式比赛。由于这支卡塔

尔队是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的适龄球队，因此卡

塔尔足协对这支球队的

投入相当巨大，国青队想

要闯过这关绝非易事。

目前来看， 虽然小组

赛1胜2平未尝败绩， 但国

青队踢得并不顺利，3场比

赛仅有一粒运动战进球，

进攻能力明显不足。 反观

对手卡塔尔队，3场比赛2

胜1平打入6球， 整体进攻

能力不俗， 而这也正是国

青队所欠缺的。

在小组赛最后一场，

国青队战平越南队出线之

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专程

向国青队代表团团长林卫

国发来短信， 祝贺国青队

小组出线， 并希望球队继

续总结、 力争拿到明年世

青赛的入场券。 中国队上

次进入世青赛还是10年前

的事情了， 此次战胜卡塔

尔队重返世青赛已经成为

球队上下共同的目标 。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成都商报：

他最大的优势和潜

力在哪里？

史蒂芬·罗什：

他的最大优势是

随时都处于跑动中， 并且随时都在

观察比赛的发展。 还有他良好的技

术优势。

成都商报：

他的最大劣势和不

足在哪里？

史蒂芬·罗什：

在最关键区域内

的效率还需要提高， 这是他有能力

做到的。

成都商报：

如今他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什么？

史蒂芬·罗什：

他应该以最快的

速度在成年人的足球中展现自己。

成都商报：

跟球队中其他球员

相比，张修维，或者说中国球员最大

的不同是什么？

史蒂芬·罗什：

不管训练内容是

什么， 他永远保持追求进步的强烈

意愿。

成都商报：

张修维未来进入里

昂一线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史蒂芬·罗什：

对于他和他的队

友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成都商报：

他必须

解决哪些问题， 才能完

成以上目标？

史蒂芬·罗什：

场上

表现更加稳定， 成为预

备队的关键球员。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护球很强 技术稍逊

成都商报：

今年5月在向柏旭加盟后，

他能迅速地融入球队中吗？

贝纳德·大卫：

一开始并不容易，主要

是由于语言问题，这几个月来，我们每周都

给他安排6到8个小时的法语课， 但是学习

法语非常难，而且需要花时间。现在他很努

力地在融入俱乐部， 虽然圣埃蒂安的要求

一直更高，但是他现在越做越好。

成都商报：

加盟后他打了多少场比赛，

表现如何？

贝纳德·大卫：

今年五月份在U19的比

赛中他进了2个球， 这非常好。2014-2015

赛季，为了更好达到培训效果，到目前他打

的正式比赛不是太多， 只是在预备队中出

场了几次。当然这个赛季，圣埃蒂安的教练

会在预备队中重点对他进行培养， 让他在

之后的比赛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成都商报：

向柏旭如今在球队中处在

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贝纳德·大卫：

目前在圣埃蒂安，他已

经不再是单箭头中锋。

成都商报：

他最大的优势和潜力在

哪里？

贝纳德·大卫：

他的身高以及他的决心

和意志，他在护球方面非常强。

成都商报：

他的最大劣势和不足在

哪里？

贝纳德·大卫：

目前他在技术上不太

强，在门前缺乏效率。这些方面他需要提

高， 我们的教练也非常相信他的潜能，因

为他还年轻而且非常努力，同时他自己也

需要明白，最终的提高要靠他自己的付出

和努力。

忠告：需加快学法语的速度

成都商报：

如今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什么？

贝纳德·大卫：

惟一的困难就是语言的

交流和理解，他需要加快学习法语的速度，

或许可以与周围的中国朋友少一些联系，

而是和培训中心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多一些

交流。

成都商报：

跟球队中其他球员相比，向

柏旭，或者说中国球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贝纳德·大卫：

没有太大区别，他和其他

在圣埃蒂安青训中心的球员具备相同的水

平。当然，如果他能够更好地掌握法语，他肯

定会比其他青训中心球员进步得更快。

成都商报：

未来向柏旭成为球队主力，

进而进入圣埃蒂安一线队的可能性有没

有？有多大？

贝纳德·大卫：

他有属于自己的机会。我

们现在的希望是这个赛季继续帮助他提

高，让他在预备队有更多的上场机会，因为

目前来看，他的上场时间还不够，表现的机

会还不够。

成都商报：

他必须解决哪些问题，才能

完成以上目标？

贝纳德·大卫：

解决语言问题，然后成

为主力，最后进球。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里昂青训主管史蒂芬·罗什：

张修维

应以最快速度展现自己

U19亚青赛1/4决赛

中国

VS

卡塔尔

20:30 CCTV5

直播

在成都商报的电邮专访中， 史蒂芬·罗什充分肯定了

张修维的天赋和努力。与此同时，他也以更高的标准指出，

“修维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在成年人的足球中展现自己。”对

于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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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张修维来说，这句话显示了欧洲足坛竞争的

残酷，而所有的中国留洋球员都面临同样的挑战。

圣埃蒂安青训主管贝纳德·大卫：

向柏旭

最大困难

是语言

在成都商报的专访中 ，圣

埃蒂安青训中心主管贝纳德·

大卫不断提及向柏旭目前面临

的困难———语言问题。 怀揣足

球梦，独自漂泊异国他乡，身处

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之中，这

不仅仅是向柏旭一个人面临的

难题。

成都商报：

今年4月张修维加盟

后，他能够迅速地融入球队中吗？

史蒂芬·罗什：

张修维有很强的

沟通和学习法语的主动性， 所以他

很快地融入了俱乐部。 里昂俱乐部

是一家以青训著名的俱乐部（欧足

联排名第二），而且俱乐部的结构和

人员配置能够很好地帮助有天赋的

年轻人融入俱乐部。得益于这一切，

修维在俱乐部非常适应， 而这样有

条件的小球员能够来到里昂， 培训

中心的所有人员也非常高兴。

成都商报：

张修维头脑灵活，善

于表达，在场上充满激情，这些特点

是否对他融入球队起到了很大作用？

史蒂芬·罗什：

当然是的，他的

团队意识和全力以赴的态度让其他

球员和教练都很喜欢他。

成都商报：

加盟后他打了多少

场比赛，表现如何？

史蒂芬·罗什：

在他的合同正式

生效后（2014年7月），他打了5场正

式比赛。他的表现良好，但是他现在

需要学会在进攻中最后一脚传出关

键球时更加坚决。当然，在他拥有更

多的比赛经验和训练之后， 会自然

得到提高。 里昂的教练们也会在这

个重要的过程中给他更多的指导，

这也是下一阶段他的培训重点。

成都商报：

张修维在国内主要

打前腰，但在加盟里昂后，球队安

排他尝试了边前卫、前锋和后腰三

个位置。俱乐部这样安排的目的是

什么？

史蒂芬·罗什：

目的是让修维

更加全面，可以适应不同的阵型和

打法，这对他以及他的教练来说都

是很好的武器。在一名球员身上看

到如此多样的潜能是很少见的，所

以我们在尽可能地开发他的这种

特质。

成都商报：

张修维如今在队中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史蒂芬·罗什：

目前他主要胜任

边路以及中路前锋身后的位置，在

这些地方，我们认为他最适应。

成都商报：

此前张修维在里昂

队训练时受伤了， 能介绍一下他伤

病的情况么？

史蒂芬·罗什：

在一次训练中他

的脚踝有扭伤， 所以他目前不在最

佳状态， 这也是目前在亚青赛中他

不能100%发挥的原因。

成都商报：

有媒体报道张修维

这次回国参赛， 俱乐部方面此前并

不愿意放人， 能谈谈俱乐部方面的

考虑吗？

史蒂芬·罗什：

对于里昂来说，

修维是一位有前途的球员， 而且我

们认为如果脚踝扭伤没有得到正确

的恢复，不仅可能会影响他的前途，

还会影响到中国青年队以及我们俱

乐部。对于里昂来说，让球员很好地

恢复之后才进行训练和比赛是至关

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犹豫让他回

国。但是，由于他本人非常希望参加

亚青赛， 所以最终我们选择尊重他

的意愿， 也希望他能够在比赛中展

现里昂的形象， 能够和球队一起有

好的表现。

成都商报：

作为球队主力，张修

维已经带领中国青年队打进亚洲青

年锦标赛8强，很有可能进军世青赛，

这会有助于他在里昂队的位置吗？

史蒂芬·罗什：

经过这样的赛事

锻炼之后， 他肯定会变得更加的强

大。但在里昂俱乐部，竞争是很激烈

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是一个聪明

的年轻人， 相信回来后会继续充满

欲望和主动。

态度是他融入球队的关键

亚青赛不在最佳状态因脚伤

忠告：应以最快速度展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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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9国青核心球员10号张修维、9号向柏旭均出自成都市足协，目前分别效力于法甲里昂青年队、法甲圣埃

蒂安青年队。在成都市足协的帮助下，成都商报记者通过邮件对里昂青训中心主管、预备队主教练史蒂芬·罗什

以及圣埃蒂安青训中心主管贝纳德·大卫进行了专访。

透过两位著名的欧洲青训专家之口，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张修维、向柏旭这两名中国留洋球员的现状和未

来，我们也看到了像张修维、向柏旭一样，本届国青另外11名留洋少年所展示的巨大潜力以及面临的残酷挑战。

中国足球未来的留洋之路，正是由张修维、向柏旭们一步步走下去的。

不

在

最

佳

状

态

中国赛马会马彩工作组成立

中国赛马会近日在北京成立。 本次中国赛

马会由中国赛马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赛马执行委

员会组成， 负责赛马运动和赛马行业在中国的

推广和发展。同时，赛马会马彩工作组也正式成

立，马彩的加入会更加丰富中国体育彩票，其所

有所得收入将归入国家财政、 知名慈善机构和

赛马产业。首届国际赛马将于明年7月在上海举

办。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青海归向柏旭（上）和张修维 图据

Osports

欠薪阴云笼罩下， 成都天诚队昨天下午出

征北京，本周六晚，他们将与北京八喜队进行一

场生死之战，若不能取胜，而保级对手河北中基

队又获胜的话，成足将铁定降级。在前日再次被

投资方“忽悠”后，包括高翔在内的多名球员去

意已决。但最终在姚夏的劝说下，除了外援外，

包括高翔等球员均同意打完接下来的比赛。

昨天下午3点半， 成足一行抵达双流机场，

跟外界猜测可能会因为人员不齐而放弃这场比

赛不同的是，成足人员还显得比较齐整，除了停

赛的外援布里斯和无心恋战的外援马修斯之

外，其余19名一线队员都随队前往北京。值得一

提的是， 此前表态将不会参赛的高翔最终改变

了自己的决定，也随球队一起前往北京。在机场

成都商报记者询问他为何最终改变决定， 高翔

叹了一口气，“我昨天真的是铁了心不想打了，

但是姚哥昨天晚上专门给我打了很长时间的电

话，他劝我把接下来的比赛打完，欠薪的事他正

在努力。而且，成都球迷支持了我那么久，我也

不能就这样说走就走， 肯定要努力把最后三场

比赛打好。”

晚上8点，成足抵达北京，李章洙跟教练组

先行打车前往酒店。球员们精气神不足，对本场

比赛也不太看好，不过队内有一种说法：投资方

可能在20日补发欠薪。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发自北京

成足昨日出征北京

欠薪先放一边

为球迷而战

球队昨日抵达北京机场 摄影记者 鲍泰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