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足女帅不多见
可她带队还夺冠

在油麻地京士柏球场，一名瘦小的女孩在暴雨中，看着一群大男人踢球。雨
水打在她的脸上，神情依然投入，她就是香港东方体育会主教练陈婉婷。陈婉婷
不但创造了香港足球历史，也创造了世界足球历史，成为全球第一个率领着男
子职业球队夺得顶级联赛冠军的女子教练。她说自己非常幸运，她说现在都还
没完全适应如何当主教练，她说希望能够到中超去学习……

李昕 北京奥神 CBA
1997 年退役不久的李昕

担任北京奥神队主教练，率队
获得 1998 年甲 B 联赛冠军，
成功冲入 CBA 并获亚洲俱乐
部杯赛冠军。当时 28 岁的李
昕不仅是中国篮坛历史上最
年轻的主帅，也是 CBA 历史
上第一位女性主帅。

李琰 中国队 短道速滑
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

后被聘请回国担任短道速滑
国家队总教练，经过两年的修
整磨合，李琰让低谷期的国家
队短道速滑项目成为金牌争
夺者。她先后培养出周洋等众
多实力新秀，并带领他们多次
出征奥运会，均取得了丰硕的
成绩。

迪亚克尔 克莱蒙特 法乙
2014-2015 赛季法乙联赛

首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布雷
斯特与克莱蒙特之间展开，欧
洲男子职业足坛首位女性主
教练、克莱蒙特的主帅迪亚克
尔迎来自己的联赛首秀，而这
一天恰好是她 40 岁的生日。
迪亚克尔曾经是法国女足的
队长。

陈映红 中国队 游泳
1982年-1992年为运动员，

1984-1988年破两次全国纪录，
获得5次全国冠军。是夺得中
国男子第一枚世锦赛金牌张
琳的教练，她带领张琳实现了
中国男子游泳在世界大赛上
金牌零的突破。

维尔特 红雀队 NFL
2015 年，亚利桑那红雀队

官方宣布签下此前长期效力
于室内橄榄球大联盟的女性
球员尔特，她将在训练营以及
季前赛当中成为球队的一名
实习教练员，负责指导内线
卫。维尔特在大学期间是一名
英式橄榄球运动员，毕业之后
转战职业美式橄榄球赛场。

莱昂 戴维斯杯 网球
2014年9月21日，西班牙网

球联合会宣布前WTA网球选
手莱昂取代前主教练莫亚，成
为首位西班牙戴维斯杯女性
主教练。

伊瓦涅斯 玻利维亚 男足
伊瓦涅斯是秘鲁一支乙

级球队的主教练，也是秘鲁第
一位执教男子职业队的女教
练。她的愿望是带领球队升入
甲级联赛。

莫雷斯莫 网球
温网卫冕冠军、英国选手

莫雷聘请前温网女单冠军、法
国网球名将莫雷斯莫为新教
练。莫雷的决定获得母亲朱
迪·莫雷力挺，她认为莫雷的
惊人决定充满灵性。

贝姬·哈蒙 马刺 NBA
2014年7月23日，贝基·哈

蒙正式宣布退役。同年8月6
日，贝基·哈蒙被NBA圣安东
尼奥马刺队聘请为助理教练，
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位全职
女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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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贝克汉姆爱上足球

1988年10月出生的陈婉婷，
年仅27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联合书院地理及资源管理系，
同时在香港中大医学院进修，
取得运动医学及健康科学理学
硕士。陈婉婷，绰号“牛丸”，因
为性格像牛一样倔强，而“婉”
的粤语读音与“丸”一样，因此
被朋友如此称呼。最为重要的
是通过三年时间拿到了亚足联
A 级教练证书，这也让她意外
地成为香港东方体育会主教
练，然后就是神奇般的夺冠，为
东方体育会拿到了阔别22年香
港顶级联赛冠军。

陈婉婷不是职业球员出
身，她是纯学院派教练，13岁之
前根本就不喜欢足球。与很多
孩子因为父亲是超级球迷的影
响，最终喜欢上足球不同，陈婉
婷的爸爸也不是足球迷，直到
现在两父女还会为家里的电视
是看足球和还是台球而争吵。

让陈婉婷痴迷上足球的，
依然还是一个男人，而且在她
眼里超级帅的男人——— 贝克汉
姆。“哇，实在是太帅了！”陈婉
婷这样形容她在13岁时无意中
看到的一场足球比赛，穿着红
色球衣的7号球员留给她的第一
印象。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
太帅被吸引。“就是那么肤浅的
啦。”谈起自己的偶像牛丸心花
怒放。

因为贝克汉姆，13岁的陈婉
婷开始像其他女孩追看韩剧那
样，追看曼联的比赛。看完还不
过瘾，她开始去踢足球，15岁时
她报了足球班学习踢球，走上
球场让她彻底感受到了足球带
来的快乐和感悟。“我人生的所
有事情，我觉得都是足球给我
的。”陈婉婷不想去谈论太多名
利，更想表达的是足球教会了
她如何为人处世，足球让她结
识了很多好友，足球教会了她
如何和人相处和沟通，足球教
会了她如何去克服困难……

“我真的非常喜欢足球，足球带
来的热情是无与伦比的。”

香港足球的水平并不高，
足球运动在当地也并非最受大
众欢迎的，女子足球更是完全
业余性质，所以作为家长，陈婉
婷的家人当初是极力反对她踢
球以及投身到足球事业当中
的。“毕业后我就选择了足球这
条路，当时全家人都反对。”陈
婉婷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笑

了起来，“你反对就反对啊，反
正我就是屡教不听的，不管家
人怎么说，我还是要选择足球
这条路。我不肯改变，反对一直
没有效果，那我的家人就只能
学会去接受了。”说这话的时
候，陈婉婷颇有些得意，但她的
坚持最终换来了今天的成就。

意外接手香港甲级球队

正如莱切斯特英超夺冠一
样，前锋瓦尔迪回顾夺冠梦想
被实现，他笑言“不被取笑的梦
想，都不算是梦想。”陈婉婷大
学毕业后的梦想也同样被人取
笑，但她一直在努力着。

2010年，22岁的陈婉婷大学
毕业之后，就到天水围飞马俱
乐部担任数据收集与分析员，
随后也出任过俱乐部的行政主
任职位。天水围飞马之后她也
到南区继续担任技术分析员和
助教工作。在上任东方体育会
主教练职位之前，陈婉婷执教
过两支球队，第一支是香港女
子青年队，另一支就是天水围
飞马俱乐部的U18青年军，而且
在2014-2015赛季拿到了冠军。
或许正是这个青年队的冠军，
让陈婉婷最终能够加入香港传
统劲旅东方体育会担任助教。

或许是际遇，或许是上天
对于努力的人的眷顾，陈婉婷
被亚足联年轻教练培养计划选
中，前往北京考取了教练员C级
证书，之后她又考取了B级证
书。随后正好亚足联有一个特
意为女教练安排的A级教练班，
机缘巧合之下陈婉婷3年时间就
拿到了亚足联的A级证书。目前
香港有4名女教练持有亚足联的
A级教练证书，陈婉婷就是其中
之一。而这个证书也是她执教
东方体育会的必要条件，因为
香港联赛的主教练最低标准就
是必须持有A级证书。

2015年12月，东方主教练杨
正光受到中甲球队梅州五华的
邀请，他决定辞去主教练的职
务，前往内地梅州执教。东方体
育会俱乐部高层为此事开会讨
论，究竟谁来接手球队，陈婉婷
当时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完
全没有提及让她担任主教练的
想法。几天之后，陈婉婷接到俱
乐部高层电话，告之俱乐部决
定让她担任球队主教练，让她
做好准备。陈婉婷还记得她听
到这个受宠若惊的消息之后，
当时在电话里她只说了三句
话，“啊？我？不会吧？”她一直也

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是她，这个
疑问一直在她心里。一天时间
的考虑之后，陈婉婷毅然接受
了俱乐部的任命，“既然俱乐部
都敢用我，他们都不怕，我还有
什么好怕的？”接受采访时，陈
婉婷笑着透露，其实她踏进足
球圈那一刻起，自己心底的梦
想就是执教港甲球队，让她始
料不及的是梦想提前了5年实现
而已。

女帅难懂男足队员心理

女性教练执教男子职业
队，资料显示除了牛丸之外，法
国乙级联赛也有一人，但只有
陈婉婷是率队拿到冠军的。从
去年12月到现在，这5个月时间，
陈婉婷直言是自己的人生转折
点，“这绝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的阶段。先不说拿不拿冠军吧，
这段时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
终生难忘。”采访中的牛丸不想
总是提到夺冠，她更想表达这
段时间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更
多地感谢俱乐部、助教团队和
球员的支持。

“聆听”，是陈婉婷采访中
多次提及的，她认为非职业球
员出身是自己最大的弱势，而
且执教经验不足，所以她很愿
意去聆听助教的意见，去聆听
球员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有自
己的想法，特别是球队中都是
职业球员，他们有想法都是很
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要做的就
是在不同中寻找共同点。”陈婉
婷执教过女足和男足，她认为
女足球队纪律和团结都很容易
做到，但女足心态确实弱项，一
旦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困难就很
容易崩溃。男足则不一样，特别
是职业球队，球员们都知道自
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主教练只需要从旁指点，给一
些意见或者鼓励即可。

执教5个多月，陈婉婷深深
感受到一名女性教练执教男子
职业队的最大困难———“我完
全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牛丸坦言由于男女之间的想法
就不一样，加上自己也不是职
业球员出身，所以在很多事情
上，她猜不透球员的想法是什
么。还好愿意聆听的牛丸通过
球队助教和球队中的老将，去
沟通去了解，解决了她认为的
最大困难。“反过来其实也是好
事，他们想的我想不到，但我能
想到他们想不到啊。女孩子都
是比较细心的，在一些细节问

题上，我的想法也会给球队带
来好处，我也经常和球员们沟
通。”无论怎样的困难，陈婉婷
认为沟通和团队合作就可以解
决。

采访中，陈婉婷一直强调自
己最大劣势就是缺乏执教经验，
没有职业队踢球经历，她的这些
弱点球员也非常清楚。或许是香
港言论向来非常自由，球队中从
国内到香港踢球的徐德帅谈及
这名年轻主帅，他毫无忌讳地直
言陈婉婷完全没有执教经验，无
论是训练还是比赛中都体现得
非常明显。或许正是这种球员和
教练之间开诚布公的关系，让年
仅 27 岁的陈婉婷能够在主教练
的位置上坐稳。

未来期待执教中超球队

陈婉婷是曼联球迷，但在
她最喜欢的教练排名中，曼联
传奇教练弗格森却不在其中，

“弗格森的那种气场，是我怎么
也学习不来的。”穆里尼奥，瓜
迪奥拉和克洛普，是陈婉婷最
喜欢的三名教练。“这几名现代
化足球教练，我觉得更适合我
多一点。”穆里尼奥的战术，瓜
迪奥拉的传控踢法，克洛普的
激情，三人中瓜迪奥拉是陈婉
婷最喜欢的。“瓜迪奥拉在巴萨
和拜仁所带出来的踢法，是我
非常喜欢的风格，也是全世界
很多球队所非常推崇的，我也
会尽量把这些风格带到我的球
队里面。”

陈婉婷不敢奢想自己能够
拥有三名偶像教练那样的成
就，但她却一直在努力。“现在
我第一目标就是尽快拿到职业
级的教练证书。”职业级教练证
是陈婉婷自我增值的第一目
标，也是她跳出香港的必要条
件。“我的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能
够跳出香港，到足球更发达的
地区或者国家见识和学习。”中
超就是陈婉婷非常期待的一个
地方，而且她把身段放得很低，

“不一定是非得做教练，到那些
足球发达的地方，可以担任不
同的角色，我相信也会让我受
益匪浅。”

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
是陈婉婷心目的信念，她愿意放
下香港的一切，然后为了香港足
球去漂泊流浪，“我最后肯定是
会回到香港的，我希望回来的时
候能够给香港足球带回来更多
东西，这才是我离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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