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四川FC贵为2018赛季
中乙联赛冠军，且整个赛季保级
不败，但在刚刚过去的中甲联赛
2019赛季，四川FC在通过两回合
升降级附加赛后才艰难保级……

值得一提的是，上赛季获得
中乙金靴的队长渠成在今年陷入
低迷，在中甲常规赛仅打入一球，
不过凭借着执着拼搏的职业精
神，在四川FC的最后一场保级战
中扛起了队长的责任与担当，为
四川足球的雄起洒下了汗水和泪
水。在赛后，渠成热泪盈眶地抱着
四川FC在河北客场输球时哭泣
的小球迷，兑现了“下一场比赛一
定让你笑”的承诺。

双手指地
想把四川FC留在这片场地

记者：最后一场对阵陕西和
附加赛，球队遭遇了怎样的困难？

渠成：近大半个月打完新疆
队以后我们一直在输球，主场对
阵石家庄永昌被绝杀，客场打陕
西队又是大比分输球，士气很受
打击。一个赛季下来大家都知道，
球队今年出现好多困难，体能的
保障、伤病的恢复都受到影响，所
以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成绩。

记者：主场对阵河北精英的
那场保级大战里，你说之前遭受
了很大的压力，是怎样的压力？

渠成：压力大是因为所有人

都想把这支球队保住，想把球队
留在中甲，打个比方，如果能提
前保级都不想踢到最后一轮，能
踢到最后一轮都不想踢附加赛
保级，因为多踢一场就多消耗一
场，多一场则不可预判的因素就
太多了。

记者：主场与河北精英的比
赛进球后，你双手指地，这个手势
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渠成：没有特殊的意义，就是
想告诉大家，我们想把四川FC留
在这片场地，留在中甲。

最困难的一年
本赛季给自己打分不及格

记者：球队保级成功后，是不
是完全放松下来了，有什么值得
总结的地方？

渠成：这一年经历了太多事
情，我们现在也不想总结什么，毕
竟最后结果是好的，现在就想好
好陪陪家人孩子。

记者：你加盟球队已经有三
个赛季了，对自己今年的表现如
何评价？打几分？

渠成：今年的状态不好，这一
年对我个人来说是糟糕的一年，
如果要打分肯定是不及格的。

记者：上赛季你是中乙金靴，
但今年中甲常规赛仅打入一个进
球，心理上有落差吗？

渠成：落差肯定有，在球队的
每一份子都想为这个球队多出一
点力，当你进不了球的时候，那就
换个思维，去多拼多跑多防守，当
你做不了光鲜的那一个，就去干
脏活累活，一样也能体现自己的
价值。

记者：今年是不是你职业生
涯中最困难的一年？

渠成：对，可以说这一年对我
来说真的是最困难的一年，因为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今年都赶
上了，不过这就像黎指导对我们
说的，也许这都不是坏事，当你过
去了以后，再回头看看，你一定是
带着微笑的，因为这都变成你人
生中的财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何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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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洋帅”还是“土帅”
中国队应表现出中国人的意志品质

专访澳大利亚国奥队主帅埃格蒙德：

渠成抱着小球迷，兑现了
“让你笑”的承诺

记者：澳大利亚球员的表现令人
印象深刻，你的选材标准是什么？

埃格蒙德：我们考察海外球员的
时候，一名国家队的助理教练会亲自
到球员效力的海外联赛去看比赛，一
些高水平的联赛是这样。而在荷乙、
意乙效力的联赛球员，我们有一个具
体的名单，我们知道每一场比赛球员
的出场时间，也能看到球员的比赛录
像，由此找到合适的球员。

记者：澳大利亚球员有什么特点
是中国球员不具备的？

埃格蒙德：从技术上来看，这个

年龄段的球员没太大不同，主要不同
之处在于如何思考踢球的方式，如何
思考踢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球
队的成绩和球员的个人发展。

记者：澳大利亚国奥队集训频率
是怎样的？

埃格蒙德：澳大利亚国奥队训
练营分3期，每期时间在1个月左
右。第一期在澳大利亚国内，主要
针对澳大利亚国内联赛效力的球
员，第二期大约在每年10月，我们在
卡塔尔会邀请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和
澳大利亚的球员共同参加，这样大

家可以互相认识。第三期在12月，地
点待定。

记者：谈谈你是怎样打造这样的
澳大利亚国奥队的？

埃格蒙德：之前我也说了，我们
的训练营分为3期，其间也会组队打
类似“大足石刻杯”这样的比赛，目前
我们已经有了主力的框架。我的预想
是，在第三期训练时，让这些通过第
一期和第二期考察的球员参加，两波
球员那时候也非常熟悉了，可以更好
地适应我的战术要求，为明年一月的
奥运会预选赛做准备。

记者：本届奥运会预赛，澳大利
亚队眼中亚洲范围的劲敌是？

埃格蒙德：5年之前我们看亚洲
范围最强的对手是中国、韩国、日本
等队，但现在可以看到越南、朝鲜、马
来西亚等东亚崛起的球队，西亚也有
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等国家，因为这
些国家都在足球上投入了巨大的精
力和资金，尤其是越南。我们可以看
到他们明显的进步，所以对于我们来
说，没有哪个对手是简单的，每场比
赛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记者：你带领的这支球队大部分
由20岁以下球员组成，却5比1打赢了

中国U22队，那么中、澳同年龄段的
差距有多大？

埃格蒙德：中国和澳大利亚球员
是谈不上什么差距的，中国队的11号
（陈彬彬）和一些中场球员在技术上甚
至要比很多澳大利亚球员要好，但重
要的是他们踢球的方式。澳大利亚队
有自己固定的足球哲学和思路，我们
一直以这些来发展自己的球员，比如对
手踢5后卫时，我们压上，当对手踢4后
卫时，我们仍然压上，但压上的幅度没
那么大。当我们的对手拿出2人来进攻
时，我们会用更多的后卫来侧重防守。

对于中国队来说，我觉得更缺的

是信心，中国球员想赢得比赛可以理
解，但赢得比赛的方式有很多，不仅
仅是3分，更重要的是球员的长远发
展，球员从比赛中学到一定的知识，
并提高了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其实也
是一种胜利。

记者：你这支球队有11人都在海
外踢球，澳大利亚足协对球员到国外
踢球有什么优惠政策吗？

埃格蒙德：澳大利亚足协并没有
出台留洋的优惠政策，这只是球员个
人的选择，有很多经纪公司和国外俱
乐部会在球员很小的时候联系出国
踢球。

记者：在中国有很多家长对小孩
踢球有顾虑，最大的问题是足球与学
习之间的冲突。澳大利亚是怎样解决
这个问题的？

埃格蒙德：学习当然非常重要，
我们做了最重要的事是从足球和学
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澳大利亚
的孩子来说，他们首先要去学校读
书，读完书会去慢慢地接触足球训
练，随着年龄增长，足球训练的时间
会越来越久，所以会找到一个时间的
平衡，平衡学习和足球的关系、家庭
和足球的关系，当然孩子要学到管理
时间的技巧。

如果孩子告诉教练不去上学只
踢球，教练一定会告诉孩子不要来踢
球了，因为必须学习，学习能带给人

非常大的提高，我们的青训教练非常
注重这些。用我来说吧，每当我在球
场上时，在享受比赛、享受执教孩子
们时，我同时会一直保持微笑，我的
原则也是澳大利亚的原则，是让孩子
们真真正正从这项运动上感受到快
乐，这样他们能找到提升自己的方法
和驱动力。

澳大利亚结束基础教育的时间
是17岁或18岁，如果从4岁开始接受
教育，就17岁结束。在结束基础教
育时，就可以选择上大学或者成为
一名职业球员，或者兼顾上大学和
踢球，在我的这支球队里，全是职
业球员。

记者：在澳大利亚，优秀球员是
怎样在青训中脱颖而出的？

埃格蒙德：对青年球员来说，教
练的执教水平和参加比赛的数量这
两个要素决定了他的发展。我们的比
赛数量比较少，澳超一个赛季有28场
比赛，澳超结束之后有青年联赛，每
个夏天踢8场，冬天各个州的比赛就
开始了，可能会踢22场比赛，整个青
年联赛有30场比赛。

澳大利亚选材标准当中，如果有
一名16岁球员在同龄孩子中踢得很
好，那么就会把他提拔到17岁这个年
龄段，最开始会在比赛中给他20至30
分钟的出场时间，如果表现得不好，
就会放回到16岁年龄段再磨炼一下。
如果这位16岁的球员在17岁这个年
龄段仍然表现很好，我们会再次提
拔，以此类推。

记者：中超联赛的U23政策使得
很多年轻中国球员有很高的工资，你
这支队伍里球员一般工资有多少呢？

埃格蒙德：一名澳大利亚U23年
轻球员俱乐部大致付出的年薪是7万
美元左右，我也知道中超U23球员工
资非常高。在与中国队比赛时，我发
现一个小小的细节，中国队在热身和
比赛时，很多球员戴了手套。在我们
的观点里，这种温度的天气并不适合
戴手套，这让我自然而然想到这个球
员是不是在球场上硬度没那么强。

但实际上他们在场上还是表现
出一定的硬度。很多国家大量的金钱
进入到年轻球员的世界里，给他们非
常多的工资，所有的东西都来得太简

单了、太快了，这对球员的发展是不
好的。在澳大利亚有很复杂的文化背
景，很多人在澳大利亚汇集在一起，
但归根到底，我们都认同一个身份，
是澳大利亚人，我们更看重的是文化
和价值的认同，而不是金钱。

记者：里皮辞掉中国国家队主帅职
务，希丁克也离开了国奥队，你认为中
国国家队还是适合本土教练带队吗？

埃格蒙德：里皮和希丁克都是世
界级名帅，国籍在我的观点之中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教练要懂得所执教国
家的文化。比如德国人踢球有钢铁般
的意志，强大的战术执行力，他们代
表的是德国人的意志品质。再看巴
西，他们踢得比较随性，更加注重个

人技术，同样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文
化背景。澳大利亚则是非常坚毅的国
家，我们在场上也会倾其所有。中国
人当中国教练的便捷优势是——他
是中国人，从根本上了解中国人是什
么样子的，那么中国国家队表现出的
应该代表中国人的意志品质。

所以中国教练执教国家队就更
容易成为好的教练。不管中国教练还
是外籍教练，所有人都想成为最好的
教练，最好的教练应该不断学习。学
习最好的途径是首先要学习这个国
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了解这支球队
在人们心目中是怎样的一支球队，这
是最重要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欧鹏 何鹏楠 发自重庆大足

澳大利亚队分3期集训为奥预赛做准备1

澳大利亚队有固定的足球哲学2

重庆大足四国赛首轮，国奥以1比5惨败给澳大利
亚国奥队，国奥主帅郝伟遭遇执教以来首败。

这支澳大利亚国奥队火力十足，重庆大足四国
赛次轮遭遇“神秘之师”朝鲜国奥队，澳大利亚队也
干净利落地以4比0的比分大胜对手。

这支澳大利亚国奥队的主帅没有名帅光环，由一
位名叫范·埃格蒙德的本土教练带领。

在重庆大足四国赛最后一轮赛前，埃格蒙德接
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他表示：“无论
是外籍还是本土教练，执教中国国家队后，国足应
表现出代表中国人的意志品质。”

保卫川足功臣 对话
系列 2

17岁前，澳大利亚球员不能结束基础教育3

外籍教练要学习所执教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4

四川FC队长渠成：

当你做不了光鲜的那一个
去干脏活累活也能体现价值

在与中国队比赛时，埃格蒙德在场边指挥

埃格蒙德赛后安慰中国队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