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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渥太华6月26日电（记者岳
东兴 公兵）在全场被动地以0：1不敌美
国队、止步世界杯八强后，中国女足队
员在26日晚的赛后表示，两队差距其实
没有场面上显示的那么大，问题出在了
队伍技术上的欠缺，而接下来回国各奔
东西后，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女足。

“还没有打出真实水平，没有打出
自己的东西，打得挺吃力的，”中国队攻
击型中场球员王霜在赛后说。对于场
面被动的原因，她说：“在对手紧逼情况
下，如何出球，如何掌控自己的节奏，还
是有差距，今后还要多加强。”

对于这个技术上的欠缺，王霜介

绍，之前在集训中全队都有针对性的加
强，但还是没能在与美国队的较量中踢
出最佳水准。“我们之前有男足帮忙陪
练（逼抢），效果也不错的。希望回去之
后，有更多的男足队伍能够陪我们练
（逼抢下出球）。”

中国队在26日晚的这场四分之一
决赛中，无论控球还是射门数，都要完
全落后于世界排名高出自己14位的美
国队。在0：0与对手结束上半场较量
后，教练组在更衣室对队员进行了战术
部署，试图扭转局面。“（教练）要我们把
心态放好，打出自己的东西，要求大家
在接应上多呼应、多跑动，”王霜说。

不过，下半时美国队依然掌控全
局。第51分钟，约翰斯顿中场一脚四十
米长传，劳埃德高高跳起力压赵容，头
球砸向死角，这也是全场唯一的进球。

虽然输得痛心，王霜表示，这支平
均年龄仅为23.5 岁的年轻国家队，还
有提升的空间。她说：“其实我们是一
支很不错的队伍，教练组也很不错。
回去后，还有奥运会（预选赛），要认识
到自己在与美国等世界强队上的差
距，再好好磨合，再去练，让我们更加
团结。”

当地时间27日，中国女足将踏上回
国的旅程。之后，她们在北京短暂集中

后，将各奔东西，回到各自俱乐部，准备
女超联赛。王霜坦言，与世界杯这个聚
光灯闪烁的舞台相比，国内的女超赛场
无疑是孤独的、有落差的。

她说：“期望足协和社会支持国内
女足联赛，希望有更多观众关注我们联
赛，希望大家多关注吧！”

对于目前女足待遇低、市场化程度
不高的困境，王霜建议，希望中国女足
继续“两条腿”走路。“校园足球和商业
化都是要加强的。有了校园足球发展
后，更多女孩子踢球的话，慢慢人才就
多了，国家队选材的面就广了，到时候
希望有更多商业人士支持女足发展。”

0：1不敌美国队止步世界杯八强，女足队员——

希望回国后继续受关注

据新华社渥太华6月26日
电 中国女足在26日的加拿大女足

世界杯八强赛中0：1不敌美国，结束了
本次世界杯征程。中国足协副主席于洪
臣认为中国女足与世界一流强队的差距
明显，只能定位世界二流、亚洲一流，但
在亚洲一流队伍中的位置也相对靠后。

本届世界杯有三支亚足联球队闯
入八强，其他两支是日本、澳大利
亚，都将是中国队里约奥运会预选
赛的竞争对手。于洪臣表示，“现在

谈中国女足的里约奥运前景有点早，但是
我们已经拿到了此前澳大利亚、日本在本
届世界杯的比赛录像，明天是澳大利亚和
日本的四分之一决赛，我们会潜心、认真
地研究对手，有针对性做好奥运备战工
作，力争实现我们的目标。”里约奥运会亚
洲女足只有两个名额，这对中国队而言具
有相当大的难度。

他进一步表示，“在亚洲层面，中国
女足属于亚洲一流，但位置相对靠后。
在世界层面，我们只能定位于世界二

流。对于这一点，中国足协和教练组还
是比较清醒的。”

在评价中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时，于
洪臣说：“从队员场上表现来看，对于她
们的精神斗志和对教练技战术的执行
力，我是满意的。虽然结果不甚满意，过
程我们也很被动，但姑娘们打出了应有
的拼搏精神……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
来，我们与世界一流强队还是有差距的，
而且差距不小，包括身体、个人能力、技
战术运用能力、一对一的对抗能力等，但

这也明确了今后国家女足努力的方向，
因为我们还有奥运会以及下一届世界杯
的备战。看到这个差距，对于今后中国
女足，包括国青、国少的技战术风格的形
成，都是很重要的启示和收获。”

于洪臣用“非常敬业、专业、职业”评
价了郝伟领衔的教练团队，“从2012年1
月6日队伍成立到现在，从技术风格讲，
这支队伍已从一开始的雏形到现在基本
成型，因为我们经历了世界杯，我希望我
们的队伍下一步向成熟方面发展”。

■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公兵 岳东兴

似乎是一个进球将中国女足挡在
了四强之外——如果美国队劳埃德的
头球再偏几厘米，如果王飞的动作能再
快半秒，中国队是不是就有机会再次杀
回四强？

这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
想。面对强大的美国队，能以一球小
负，女足姑娘们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
甚至，本届世界杯能够走到八强也是这
些年轻的姑娘用自信和拼搏，并出色贯

彻了主教练郝伟的正确战术理念，让中
国队的成绩高出了本身的实力。

从本届世界杯来看，在世界范围
内，我们与美国队、德国队、法国队等世
界一流强队差距巨大。在亚洲范围内，
我们面对传统强队日本队和正在崛起
的澳大利亚队都将处于绝对下风。

本届杯赛，几乎每个对手在谈到中
国队时，都用了“非常有组织”来形容。
主帅郝伟带队三年后，中国队的整体战
术熟练程度和纪律性世界领先，只有日
本队和德国队可出其右。

面对世界排名在十名开外的球队，
中国队可以利用先进的战术体系和充
沛的体能获得全面优势。但这些都无
法弥补中国队在进攻中缺乏创造力，特
别是缺乏终结者的弱点。

另外，中国队在本届杯赛中表现出
了与欧美球队巨大的身体差距。尤其
是对美国之战，对方球员出色的爆发力
和巨大的覆盖面积扼杀了中国队的传
球空间，在被迫转为近身对抗后，中国
姑娘更是全面落得下风。频频出现中
国队的前锋领先对方后卫两个身位拿

球却最终被对方反超断掉皮球。
客观地看，锋无力和身体差距并非

足球项目本身造成的，也绝非单纯局限
在足球领域就能够解决的。

缺乏优秀前锋最主要原因乃是足
球人口匮乏。天才型球员的出现归根
结底是个概率问题，需要一定的足球人
口基数才会出现。我们的女足人口不
足美国、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家十年也
才能出一个瓦姆巴赫和泽穗希，如果足
球人口无法有效增长，我们恐怕要一百
年。 （新华社渥太华6月27日电）

女足与世界强队差距何在？

中国足协副主席于洪臣：

中国女足定位世界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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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王黎
刚）继少年男子组和青年男子组开赛
后，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总决赛女子组
的比赛昨天拉开了战幕，共有来自海南
师范大学、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省农
科院、琼中、洋浦中学的5支队伍通过
循环赛的形式决出冠军。

在揭幕战中，海师大女足展现强大
的实力，他们以21：0的比分狂胜刚刚
组队不久、首次参加正式比赛的海南农
科院女足，取得开门红。在另一场比赛
中，大赛经验丰富的琼中女足也以14：
0轻取外国语职业学院女足。

省青足赛总决赛青年男子组小组
赛全部战罢，8强全部产生。他们分别
是万宁长丰、海口红色战车、琼海队、五
指山队、海南师范大学、昌江队、澄迈队
以及省公安消防总队。

青年男子组最后一轮厮杀尤为激
烈，在A组中，提前出线的万宁长丰队在
最后补时进球2：2逼平海南大学队，位居
小组第一出线，海南大学惨遭淘汰。海
口红色战车队3：0轻取海南核电队，以小
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B组最后一轮由于
海南海事局弃权，琼海队3：0获胜，琼海
队获小组第一，五指山队获第二出线。C

组海口琼山区飓风队2：1战胜海南农信
社队，昌江队3：1力克提前晋级的海师大
队，以净胜球多的优势力压海口琼山区
飓风队位居小组第二，与排名第一的海
师大携手晋级。D组澄迈队5：0轻取省
广电队，以三战全胜小组排名第一，在另
一场争夺出线资格的比赛中，文昌青年
队0：4输给省公安消防总队，遗憾出局。
省公安消防总队小组稳居第二出线。

在青年男子组小组赛阶段，总进球
数106个，攻击力最强的是省公安消防
总队，共打进了18球，防守最好的是琼
海队和澄迈队，一球未失。攻击力最弱
的是省广电队，一球未进。防守最差的
也是省广电队，被打进28个球。在射
手榜上，省公安消防总队19号球员张
志刚以11个进球暂居第一。8强赛将
于28日打响，对阵形式分别是：万宁长
丰足球队VS五指山市足球队；琼海市
足球队VS海口红色战车足球队；海南
师范大学足球队VS省公安消防总队；
澄迈县足球队VS昌江县足球队。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海南日报社、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

6月27日，中国队守门员
王飞丢球后有些沮丧。

新华社发

省青足赛总决赛女子组比赛拉开战幕

青年男子组决出八强

中超
战报

辽宁2:1贵州

江苏1:4上港

进球魔咒
笼罩阿根廷豪华攻击线
■ 新华社记者 姬烨

由梅西、阿圭罗、迪马利亚、伊瓜因、特维斯等
球星组成的攻击线绝对堪称豪华，但是这些在俱
乐部进球如拾草芥的锋线大将为何在国家队进球
如此之难？

一个数据或许有些让人难以置信：梅西在国家
队正式比赛的运动战“进球荒”已经超过800分钟，
他上一次运动战进球还要追溯到去年巴西世界杯小
组赛对阵尼日利亚时的梅开二度。梅西这种“进球
荒”与在巴塞罗那的超高进球效率形成鲜明对比。

究其原因，巴萨提供给梅西的，是一个尽情发
挥的舞台，他们的传控体系，能帮助梅西在前场最
喜欢的位置拿球发动进攻。但阿根廷无法通过短
传渗透让梅西舒服地拿球，而中场和边路也缺乏
对锋线的串联，多数情况下只依靠前场“三叉戟”
的个人发挥。

与梅西一样，披上蓝白战袍的阿圭罗、迪马利
亚、伊瓜因和特维斯也都不如在俱乐部时神勇。
1＋1为何不能大于2？这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去年世界杯，同样拥有豪华攻击线的阿根廷，在小
组赛三场比赛无论对手强弱都是以1球胜出，淘
汰赛也都没有大比分。

对于阿根廷来说，想要终结22年来的正式大
赛“冠军荒”，把握进球机会、提高进球效率迫在眉
睫，毕竟比起漂亮的配合，最后一击更为重要。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6月26日电）

阿根廷球员：

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
据新华社智利比尼亚德尔玛6月27日电 在26

日晚举行的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经过
90分钟努力依然没能撬开哥伦比亚队大门，最终通
过点球大战以5：4战胜对手晋级，赛后阿根廷队员
们纷纷庆祝，认为这是一场阿根廷队应得的胜利。

被评为本场最佳的梅西说：“不可思议，我认
为这是全队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我们创造了很
多机会。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本来不需要点球
就可以取胜的，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前进。”

不过梅西还是很遗憾自己没能够进球，他说：
“要是能进一个球就好了。”

6月27日，在智利进行的2015美洲杯足球
赛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通过点球大战以5:
4战胜哥伦比亚队，晋级四强。 新华社发

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阿根廷胜哥伦比亚

15场不败

延边夺中甲半程冠军
新华社长春6月27日电（记者周万鹏）在27

日下午进行的中甲联赛第十五轮的一场焦点之战
中，坐镇主场的延边长白山队经过90分钟的激
战，以0：0战平来访的青岛中能队，从而以开赛至
今15场不败的战绩夺得中甲半程冠军。

从上赛季持续低迷，悲惨降级，到本赛季重获
新生，坐稳榜首，延边队的精彩蜕变让众多球迷再
次看到了昔日雄霸一方的“韩流旋风”。本场赛
前，延边主场涌入3万余名球迷到场观战，更是创
下了球队16年来主场上座率之最。

此役面对排名第三的青岛队，主队在开场后
便陷入与对手缠斗的局面，韩国射手河太均与解
禁复出的斯蒂夫在客队的严防死守下难觅良机，
而青岛队同样在主队的密集防守下鲜有作为。上
半时两队互交白卷。

易边之后，率先进行换人调整的延边队逐渐
找到场上节奏，并连续制造多次破门良机，李勋和
史蒂夫分别在比赛第75分钟和第80分钟两度杀
入客队禁区，但均被青岛队有效化解。最终，两队
以0：0结束全场。

此役战罢，延边队以8胜7平积31分的战绩
锁定中甲半程冠军。下一轮比赛，他们继续坐镇
主场迎战升班马江西联盛队。

制图/孙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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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世界杯
四分之一决赛

本报屯城6月 27日电（记者王黎
刚）2015年“傲胜人造草杯”屯昌足球邀
请赛今天在屯昌恐龙蛋全民健身中心
足球场开赛，来自省内4个市县的12支
业余足球队参加。来自琼海的3支球队
表现出色，均进入了6强。

本次比赛采用5人制，分淘汰赛和循
环赛两个阶段。在今天进行的淘汰赛
中，琼海鑫友队、琼海乐友队、琼海三支
联、海南文体联队、屯昌老年队和屯昌天
箭进入了6强，他们分别战胜了琼中足联
队、海口电视台队、琼中体联队、屯昌阿
拉8队、屯昌青年队和海南日报队。

屯昌县文体局表示，屯昌业余足

球开展得较为红火，希望这项比赛能
每年举办一次，办成屯昌业余足球的
品牌比赛。

屯昌这几年先后建成了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文化体育休闲公园、体育馆、
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等一批体育场馆。
这一批体育场馆的建成，为屯昌群众提
供了良好的体育健身条件。同时屯昌
县连续5年举办全国山地自行车赛，连
续4年举办全国乒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每年举办全县武太极比赛和屯昌民间
技能比赛。

本次比赛有屯昌县文体局支持，屯
昌恐龙蛋全民健身中心主办。

“傲胜人造草杯”屯昌足球邀请赛开踢

琼海三支球队进六强

据新华社日本神户 6 月 27 日电
2015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
（荻村杯）27日在日本神户“绿色竞技场”
体育馆举行了4个单项的半决赛或四分
之一决赛，中国队优势明显，除稳获男双
和女单项目冠军外，在男单四强中占据3

席，还有一对女双选手打进决赛。
“荻村杯”日本乒乓球公开赛24日

拉开帷幕。本站比赛是国际乒联世界
巡回赛最高级别——超级站赛事之一，
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7名
选手参赛。

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中国队稳获两金

女子组比赛比分较悬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