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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想敢做，冲出舒适区壹壹

2019-2020 赛季是武磊在
西班牙人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
被寄予厚望。

2019 年 7 月 26 日，在西班
牙人主场迎战斯塔尔南的欧联杯
资格赛首回合比赛中，武磊下半
场替补出场，完成自己的欧战首
秀。2019年8月16日，西班牙人
在欧联杯资格赛主场迎战卢塞
恩，武磊第一次在欧战首发出场。

2019 年 10 月 3 日，在欧联
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
人远赴客场挑战俄超传统豪门
莫斯科中央陆军，武磊首发出场
并且在第64分钟利用一个单刀
球首开纪录，帮助球队以 2比 0
获胜。武磊成为中国球员欧战
正赛进球第一人，再次把名字写

入中国足球史册。
2019年 12月 20日，西班牙

国王杯首轮，武磊攻入两球，帮
助西班牙人客场以 2 比 0 击败
莱里达。不到 11 个月，武磊就
实现在西甲、欧联杯和国王杯全
部取得进球的“小目标”。

2020年 1月 5日，武磊在巴
塞罗那同城德比迎来巅峰时刻，
取得一个值得被球迷称赞多年
的进球。在西甲第 19 轮比赛
中，西班牙人客场挑战传统豪门
也是“领头羊”巴塞罗那，武磊在
第 73分钟替补上场，第 88分钟
小角度射门得分，帮助西班牙人
以2比2逼平巴塞罗那。武磊成
为第一位攻破巴塞罗那球门的
中国球员，他因此入选该轮西甲

最佳阵容。武磊那个进球无论
跑位路线、射门角度还是力度都
恰到好处，在强大的巴萨面前，
武磊展示了自己的绝活。

西班牙人板凳深度不足，无

法应对在西甲、欧联杯、国王杯
的三线作战，2019-2020赛季在
西甲排名倒数第一，无奈降入西
乙。武磊在该赛季正式比赛出
场49次，取得8个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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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球队的功勋主帅可
以执教很多年，例如弗格森
执教曼联长达27年，温格执
教阿森纳 22 年。但是对西
班牙人这样的西甲中下游球
队来说，换帅是家常便饭，在
武磊效力的三个半赛季里，
竟然总共经历了八任主帅，
依次是鲁比、加耶戈、马钦、
阿韦拉多、鲁菲特、莫雷诺、
布兰科、马丁内斯。

八任主帅最懂得如何发
挥武磊技术特点的，就是他
在西班牙人的第一任主帅鲁
比 ，可 惜 他 们 只 合 作 了
2018- 2019 赛 季 后 半 段 。
2019 年夏天，鲁比带着高徒
伊格莱西亚斯一起转投皇
家 贝 蒂 斯 。 西 班 牙 人 在
2019-2020 赛季西甲打出噩
梦般的表现，先后使用四任
主帅加耶戈、马钦、阿韦拉
多、鲁菲特，虽然武磊整体
表现尚可，但还是无法避免

球队降级。
2020 年 8 月，莫雷诺拿

起西班牙人教鞭，带队征战
西乙，直到今年 5 月 13 日才
下课。在武磊效力西班牙人
期间，莫雷诺是执教时间最
长的一位主帅，将近两个赛
季，但他也是最不能发挥武
磊技术特点的主帅之一。

对于自己三年半的留洋
生涯，武磊近日表示：“我的
职业生涯已经非常圆 满 ，
没有任何遗憾 ，在欧洲该
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学 的
也都学到了 ，回去后更 多
是想怎么再和兄弟们一起完
成一个目标。”

对于中超和老东家上海
海港，武磊充满期待：“我们
这些崇明岛出来的兄弟，都
希望我回去和他们再当队
友 ，包括 今年回来的 张琳
芃。回到海港队，我希望能
够重新唤起大家的激情。”

武磊在西班牙人效力三
个半赛季，处境最艰难的就
是上赛季，西乙的平淡表现
让他失去教练组的信任，他
成了接近板凳末端的边缘
人。2018-2019 赛季，武磊
是在 2019 年初的冬季转会
期加盟西班牙人，半个赛季
就在西甲获得 1065 分钟的
出 场 时 间 。 2019- 2020 赛
季，武磊在西甲出场 1723 分
钟。2020-2021 赛季，武磊
在西乙出场 835 分钟。上赛
季，武磊在西甲只出场 457
分钟。

4 月 11 日凌晨，武磊在
上赛季西甲第 31 轮替补出
场，第89分钟爆射攻入全场

唯一进球，帮助西班牙人在
主场以 1 比 0 力克塞尔塔。
时隔 666 天，武磊再次在西
甲进球，他握拳怒吼、激情庆
祝，那是他上赛季唯一的西
甲进球。

上赛季在很有限的出场
时间里，武磊的自信心也有
所下降，表现为不敢拿球不
敢突破，球到他脚下一般又
很快传出去。武磊上赛季在
西甲出场23次，其中12次出
场时间在15分钟以内，只有
4 次首发出场，主帅莫雷诺
明显对他不信任。上赛季在
西班牙人队内的球员综合表
现积分排行榜上，武磊只排
在第28位。

难得出场，逐渐被边缘化伍伍

八任主帅，让他无所适从陆陆

2022 赛季中超联赛重燃
烽火，第二阶段首场比赛，广州
城队6日19时半坐镇主场越秀
山体育场，迎来第一阶段榜首
球队武汉三镇的挑战。相比胜
负结果，本役更大的悬念在于
暂持帅印的肇俊哲能给广州城
队带来什么变化。不过在联赛
间歇期，广州城队传出的好消
息并不多，反倒后防大将黄政
宇的受伤令球队再遭重创。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10场
比赛均完败（唯一一场获得的 3
分拜对手大连人违规使用 U23
球员所赐）的范加斯特“下课”，
球队领队肇俊哲任代理主教
练。不过由于俱乐部股改至今不
顺利，球队人脚依然捉襟见肘，
肇俊哲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要面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局。

5 日广州城俱乐部宣布，
球队后防大将黄政宇在此前热
身赛中左脚踝关节距腓前韧带
断裂，这位第一阶段10场比赛
全部首发的主力球员将有很长一
段时间无法上场。而此前传言已
经启程前往中国的吉列尔梅在荷
兰转机时出现意外，无法如期抵
达广州。肇俊哲5日透露，俱乐
部目前仍在积极争取，但目前包
括往返机票等一系列问题比较
多。如此一来，8月吉列尔梅代
表球队上场的希望化为泡影。

国内球员方面，虽然唐淼、
宋文杰、常飞亚等伤员已经回
归参与球队合练，但能否首发
仍是未知之数。肇俊哲透露，
唐淼的伤虽然好了，但状态恢
复需要时日，自己不会贸然让
唐淼以及宋文杰等首发。这便
意味着，6 日广州城队极大概
率依旧以残阵应战。

不过对于广州城队来说，
这是球队本赛季首次回归主
场，虽然不开放观众入场，但球
员捍卫主场的心志仍在，间歇
期也令球队获得难得的休养生
息时间。肇俊哲透露，间歇期
主要工作一是恢复大家的信
心，二是在训练手段、体能储
备、人员打法上下了一些功
夫。“回到主场，我们还是新老
结合的阵容，希望能给球迷献
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在融入球
队方面，辽足出身的肇俊哲有
一定优势，“我们基本没有什么
代沟，包括阿钊等球员我们都
曾当过对手，过去都很熟。此
次代理主教练，对我是一种责
任，希望在困难时刻为南粤足
球做贡献。”

与广州城队依旧困顿不
同，武汉三镇三线齐整，阵容厚
实，拥有斯坦丘、马尔康、戴维
森和华莱士等几位如今中超联
赛的最强外援，双方实力差距
极大。肇俊哲也承认，武汉三
镇虽不是中超历年新贵中最

“贵”的，但绝对是最“对”的。
“比如他们的守门员刘殿座是
守门员里脚下功夫最好的，面
对强大的对手、多元化的进攻
能力以及最好的防守，我们只
能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广州城队
今天回归越秀山
将以残阵迎战领头羊

2021 年 9 月，结束了和日
本队的 12 强赛，独自一人从卡
塔尔多哈回欧洲踢西甲的武磊，
在机场遇到了几乎一整支回欧
洲的日本队，让武磊颇为感叹。
没想到不到一年之后，武磊自己
也没能留在西班牙人。至此，五
大联赛已无中国男足球员。

虽然武磊留洋的结局让人
难免有些遗憾，但是他这次为期
三年半的征途，仍然可圈可点。
他不但打进了中国男足球员在

五大联赛 3731 天以来的第一个
进球，而且在半个赛季出场超过
1000 分钟，贡献3球1助攻，他的
进球帮助球队时隔 12 年重获欧
战资格；此后，球队换帅成了家常
便饭，武磊的位置也长时间无法
固定，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次赛
季打进了 8 个进球，尤其是终场
前攻破巴萨球门，成为高光时刻；
球队降级之后，他不离不弃，帮助
球队在当赛季就冲回了西甲。

纵然此后武磊的出场机会

越来越少，但他依然配得上西班
牙人球迷的尊重，他的足球能力
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验证和提升，
他的敬业精神更是有口皆碑。

武磊能在巅峰时期勇敢地
放弃高薪走出舒适区，他的拼
搏为国内的年轻球员做出了表
率。他的回归则同样展示了坚
硬的现实，留洋的旗帜不是靠一
两名球员就可以撑得起来的。

武磊首次留洋时已 27 岁，
相比起韩日大量早早留洋的球

员，算是“高龄”。当时他对此
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我这个年
龄出国，很难给国家队带来质
的飞跃，但我希望能通过自身
经历，给更多年轻球员信心，让
他们也有这样的梦想和追求。”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目前
五大联赛已无中国男足球员的
身影，但留洋军团还有人在继
续努力。在瑞士草蜢队为主力
位置奋斗的李磊，是其中唯一
一位成年队国脚，而在西乙萨

瓦德尔、德甲拜仁和云达不来
梅、英超狼队的梯队，还有多位
20 岁不到的中国年轻球员。

武磊这三年半的足迹，虽然
遗憾不少，但绝不乏亮点。相信
这些亮点会串珠成线，在未来持
续地给后来者以指引和勇气。已
在欧洲的年轻人，会继续打拼自
己在欧洲足坛的立锥之地，而像
戴伟浚、朱辰杰这样优秀的球员，
未来也完全有机会走出去。

武磊这三年半，值得！

2019 年 1 月 28 日，武磊加
盟西甲劲旅西班牙人，转会费约
为 200 万欧元，签约三年，还有
续约一年的选项。武磊成为中
国现役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效
力的“独苗”，也是继张呈栋之后
第二位在西甲效力的中国球员。

在 2018 赛季中超联赛中，
武磊以 27 球勇夺金靴奖，他也
是射手榜前十位之中唯一的中
国球员，当时力压伊哈洛、扎哈
维、巴坎布、塔尔德利、阿奇姆

彭、佩莱、塔利斯卡、卡尔德克等
明星外援。

武磊勇敢冲出舒适区，他之
所以选择西班牙人，在一定程度
上是因为这支俱乐部的中国元
素。2016 年 1 月 20 日，中国的
星辉互动娱乐公司发布公告，已
经完成对西班牙人俱乐部的股
权收购，星辉互动娱乐公司董事
长陈雁升成为西班牙人俱乐部
主席。

2019年 2月 3日，在西甲第

22轮比赛中，西班牙人客场以2
比 2 逼平“黄色潜水艇”比利亚
雷亚尔，武磊完成西甲首秀，比
利亚雷亚尔后来夺得欧联杯冠
军并打进上赛季欧冠四强。第
78分钟，身披 24号球衣的武磊
换下左后卫迪达克，时隔 1130
天后，欧洲五大联赛再次出现中
国球员的身影。上一次还要追
溯到2015年 12月 31日，张呈栋
代表巴列卡诺对阵马德里竞
技。武磊出场仅两分钟，就帮助

西班牙人取得扳平比分的进球，
他在左路回传，梅伦多在禁区内
分球，罗萨莱斯攻入一记弧线
球，把比分变成2比2。

2019 年 2 月 10 日，在西甲
第 23 轮比赛中，西班牙人主场
以 2比 1逆转巴列卡诺，武磊上
半场替补出场，第 72 分钟制造
扳平比分的点球。2月17日，西
甲第24轮，西班牙人客场0比0
战平传统豪门瓦伦西亚，武磊首
次在西甲首发出场。

2019 年 3月 2日，在西甲第
26轮中，西班牙人主场以3比 1
击败瓦拉多利德。武磊首发出
场，并在第65分钟单刀赴会攻入
一球，收获自己的西甲处子球，也
是中国球员的第一个西甲进球。

2019 年 4 月 25 日，西班牙
人在西甲第34轮比赛中主场以
1比 1战平塞尔塔，重回首发阵
容的武磊凌空抽射破门，取得自

己第二个西甲进球。2019 年 5
月 18 日在西甲最后一轮比赛
中，西班牙人主场以2比0战胜传
统强队皇家社会，武磊第67分钟
的进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他当
选该轮西甲最佳球员。西班牙人
获得西甲第七名，拿到 2019-
2020赛季欧联杯资格赛入场券。

中国足球名宿对武磊评价很
高，他的恩师徐根宝说过：“崇明基

地花了我3000多万元，一个武磊
就能让我收回所有投资，他就是中
国的马拉多纳。”传奇前锋高洪波
表示：“武磊的得分能力是先天具
备的，他是一位有天赋的球员。”

仅用了不到半个赛季，武磊
就攻入3个西甲进球，他在当时
的 世 界 第 一 联 赛 初 露 锋 芒 。
2019年8月，西班牙人首席射手
伊格莱西亚斯转投皇家贝蒂斯，

武磊由24号改穿伊格莱西亚斯
留下的西班牙人7号球衣。7号
是足球场上的传奇号码，C 罗、
贝克汉姆、坎通纳、菲戈、贝贝托
都是穿7号的代表人物。

武磊在国家队和中超的球
衣号码一直是7号，那是他最喜
爱的号码。武磊在西甲赛场也
拿到 7 号球衣，他的人气飙升，

“核武7”的绰号被叫得更响了。

西甲第七，成就“新7号”贰贰

武磊对西班牙人俱乐部不
离不弃，虽然球队降级，但他还
是在 2020 年 8月与球队续约至
2024年6月30日。

西乙水平当然比不上西甲，
当西班牙人成为西乙整体实力
最强的球队，很多球迷对武磊在
西乙的进球数期望值很高。每

支西甲球队每个赛季参加38轮
联赛，每支西乙球队每个赛季至
少参加42轮联赛，意味着武磊的
出场次数和进球数有机会增加。

2020 年 9 月 13 日，武磊在
西乙首轮比赛就贡献 1 个进球
和1次助攻，帮助西班牙人主场
以3比0大胜阿尔巴塞特。没想

到，他在西乙赛场却高开低走。
武磊在 2020-2021 赛季西乙出
场31次只打进两球。

西班牙人夺得西乙冠军，得
以重返西甲，武磊却贡献不大。
西班牙人在西甲属于中下游球
队，主打防守反击战术，武磊的
速度和抢点意识大有可为。可

是在西乙赛场，西班牙人成了
“班霸”球队，很多时候要在阵地
战撕开对手的密集防守，武磊就
稍显尴尬了。武磊是打快速反
击的高手，由于技术特点所限，
他很难成为阵地战的进攻支点，
他的身高和技术都没有优势，速
度优势在阵地战被大打折扣。

从
20192019年初至今年初至今，，武磊在武磊在
西甲球队西班牙人效力西甲球队西班牙人效力
已经三个半赛季已经三个半赛季，，虽然虽然

这位中国现役第一前锋即将这位中国现役第一前锋即将
回归老东家上海海港回归老东家上海海港，，但他开但他开
创了中国球员留洋生涯的新创了中国球员留洋生涯的新
高度高度。。武磊初定本月中旬飞武磊初定本月中旬飞
回上海回上海，，最早在月底参加上海最早在月底参加上海
海港的合练海港的合练。。

周末周末特稿特稿

最后时刻，攻破巴萨大门叁叁

降入西乙，失去用武之地肆肆

这三年半
值得！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
报道：8月 5日晚，2022赛季中
超第二阶段拉开战幕。坐镇海
口中立主场的深足以 0比 2不
敌浙江队，遭遇第二阶段开门
黑。浙江队前锋高迪在下半时
11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己队
赢下了比赛。深足中场球员王
永珀在比赛最后时刻因蹬踏对
手，直接被红牌罚下。

深足方面人员较为短缺，
戴伟浚等四名主力球员随国足
出战东亚杯赛事，目前仍在隔
离阶段，主帅李章洙的用人遭
遇较大考验。虽然缺席了上阶
段最后几场比赛的阿奇姆彭此
役首发出战，但独自出现在前
场显得独木难支，老将郜林此
役同样首发登场，本赛季此前
鲜少打满全场的他，本场踢足
90分钟，足以看出深足在用人
方面的捉襟见肘。

从控球率就可以看出深足
此役的被动。深足全场仅拿到
了不足四成的控球率，射门数更
是只有5次，比对手少了12次，
可以说深足在这场比赛处于全
面守势。但由于前场二人组合
缺少活力，深足的防守反击处于

“仅守不击”的状态，5脚射门无
一射正，没有给浙江队的球门制
造实质威胁。郜林虽然一度在
下半时头球破门，但VAR却提
示他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一周后，深足将对阵目前
排在积分榜第 14 位的大连人
队，届时四名处于隔离阶段的球
员也将回归球队，这对于球队阵
容是一个极好的补充，深足届时
有望拿到第二阶段首胜。

第二阶段
深足“开门黑”

武磊攻
破 巴 萨 球
门 的 这 一
脚 令 人 印
象深刻
图/视觉中国

亮话体坛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刘毅

2021-22 赛季西甲第 13 轮，
武磊替补上场绝杀塞尔塔

图/视觉中国

武磊征服了西班牙人队球迷的心，
图为一位西班牙人队球迷在看台上表
达对武磊的支持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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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 进球 助攻

合计 126 16 6

西甲 72 8 2

西乙 31 2 2

国王杯 10 4 1

欧联杯 13 2 1（含资格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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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西班牙人回归中超告别西班牙人回归中超，，但他但他
已留下珍贵印已留下珍贵印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