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帅实为“大势所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脱离不
开大势，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
个大势就是：在全力发展青训的
基础上，限制外援、培养年轻球
员，以及培养本土教练。

从 2016 年到现在，《人民日
报》多次提及本土教练的培养问
题，2016 年 4 月，《人民日报》发
表文章：《本土教练不能只当救
火教练》，2017 年 6 月，《人民日

报》再次发表文章：《培养本土教
练刻不容缓》，11 月 14 日，《人民
日报》刊文：《盼今日球星成他日
名师，别总想当什么总》，1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足
协教练培训新尝试，“土帅”培养
别断档》。其中，在不到半个月的
时间内，《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
篇文章力挺本土教练，明白人都
懂得其中的味道。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大势。且
不说中国联赛的管办分离问题，

单看最近连续出台的新政。2017
赛季，中国足协先后出台了外援
新政和U23新政，而到了2018赛
季，一个更加苛刻的外援新政和
U23新政正在策划中。外援方面，
亚足联可是坚持3+1原则的，但
中国职业联赛的规定就是3外
援，没有+1，而且中国足协还出
台了苛刻的“外援调节税”；至于
U23新政就更不必细说了，出台
时可是骂声一片，但照样出台
了，而且逐渐被认可了。

鲁能发挥“引领作用”

鲁能作为中超各俱乐部中
率先重视发展青训力量的先行
者，此番主动更换土帅也可以理
解为再次发挥“引领作用”。

2005年前后，足校倒了一大
批，但鲁能全力发展鲁能足校；
2009年前后，没有人搞青训了，否

则不至于现在很多球队U23球员
都找不出来，但鲁能仍旧在做青
训；后来，大家愿意搞青训了，鲁
能更是加大力度，为了应对少有
的优秀青训教练外流，鲁能也是
不断加大青训教练的收入。

或许会有人认为山东鲁能
要为此举付出代价，下赛季可能
会在战绩上受到影响。这种担忧

确实在情理之中，不过鲁能此举
也是一种尝试，谁能确定土帅就
一定差吗？

无论下赛季战绩如何，有一
点可以肯定，中超终究会在某一
时刻脱离对于“洋帅”的依赖，一
旦“土帅”成为中超主流，届时成
长起来的“土帅”很可能如同鲁
能青训一样“反哺”球队。 综合

足协盼 5 至 8 年内
中超教练本土化

在不久前结束的足协杯
决赛中，有“小诸葛”之称的吴
金贵在排兵布阵上完胜世界
名帅博阿斯，帮助申花在 19
年之后再次捧起了足协杯，加
上率领亚泰夺得联赛第七的
陈金刚，中超仅有的两名本土
教练，用成绩为“土帅”正了
名。正因为足协杯决赛的出色
表现，申花已经留任了吴金
贵，或许是受到吴金贵成功的
启示，山东鲁能也宣布马加特
下课改由土帅李霄鹏执教。这
样，新赛季备战尚未开始，陈
金刚、吴金贵以及李霄鹏都将
率队征战 2018 赛季，这种情
况也意味着中超土帅受冷落
的现象有所回暖。

一位参加职业级培训的
足球教练透露，足协希望未来
五到八年，中超球队全部由本
土教练来执教，这也是与限制
外援登场人数、增加 U23 球员
比赛时间两大政策相呼应的，
毕竟只有提高本土教练的执
教水平，给土帅更多的空间和
更大的舞台，中国足球才能真
正完成救赎。 综合

日本队赛前受重挫

里皮欲率国足东亚杯夺冠
12月9日，东亚杯就要正式开

打了。里皮在出征之际喊出了争
取冠军的口号。在外界看来，这
个口号有点大，原因是国足多位
核心球员如郑智、张稀哲未入
选，招入了多达6名U22球员，实
力不是最强。

不过，日韩两队也是自断一
臂，没有招入旅欧球员，他们此
次杯赛的目的是为世界杯考察
边缘队员，这些人在一起的时间
不长，存在磨合问题。而中国U22
国家队主教练是里皮助手马达
洛尼，U22球员的战术风格和里
皮国家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
U22队员加入后不存在磨合问
题。何况，国足还有主教练里皮
这个最大的优势所在。中国队实
力虽不占优，但输赢尚未可知。

在国足4个对手中，朝鲜队
一直是国足的手下败将，全取3
分不在话下。韩国队在风格上对
中国队有所克制，但近年来中韩
在国家队和亚冠比赛中互有胜
负，因此东亚杯相遇，结果还不
一定。如此看来，东亚杯要想夺
冠，国足的首要对手是日本队。
拿下日本队，夺冠就有戏。

要知道中国球员在亚冠比
赛里对日本球员的风格是极为
适应的，中超球队对日本球队的
战绩胜多负少，心理上一点不
怵。两相对比，中国队已经算是
先声夺人。现如今，亚冠冠军浦
和红钻因为备战世俱杯，没有一
人入选国家队。他们队里的守门
员西川周作和中卫槙野智章是
这支日本队的绝对主力。如此这
般，日本队的后防实力大减。最
近，他们的主力右后卫西大伍突

然传出受伤退队，日本队后防实
力进一步受损。

日本队中另外一名关键人
物是山口萤。他身穿大阪樱花10
号球衣，应该算日本国内球员第
一人了。世预赛2：0胜澳洲的比
赛，山口萤就是首发球员。然而
日本主教练却没有把他招入，原
因是他的实力无需考察。这样日
本队的中场创造力势必大减，对
于志在争夺东亚杯冠军的中国
队来说是个利好。 综合

换帅或是“早有准备”

本土教练上任，机遇和风
险并存，机遇且不说，规避风险
是必须要做到的，否则就不是
担当，而是冲动和鲁莽了。换帅
当天，鲁能俱乐部一位高层管
理者说：“换帅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有充分准备，是鲁能整体
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

李霄鹏的上任，绝不是仓
促之间的决定。2016年初，李霄
鹏上任鲁能副总，分管球队，当
年鲁能亚冠打进八强，创亚冠
改制后历史最好成绩，但也经
历了保级的波折。2017赛季，在
李霄鹏、郝伟的辅佐下，马加特
率队表现不俗，精神面貌、团结
精神、体能表现、防守表现都值
得称道，其中在前两个层面上，
李霄鹏发挥的作用很大，在后
两个层面上，马加特这位老牌
世界名帅给李霄鹏上了生动的
一堂教学课。

郝伟的加盟是一项非常
关键的举措，李霄鹏最大的
劣势是带队经验不足，但郝
伟却是国内少有的带队经验
丰富的少帅，带领金德期间表
现不俗，带领女足期间表现也
获普遍认可，是中国女足最近
这么多年来少有的受到赞誉
的教练，且在恒大担任过中
方教练。

必须说明的是，在2017赛
季，李霄鹏和郝伟兢兢业业帮
助和辅佐马加特，马加特离开
之后，无数球员也表达了真心
的感谢，这反过来证明了鲁能
的团结。当然，对于李霄鹏，他
们也是尊重、崇拜和敬畏，“明
白球迷的担忧，一定努力踢，不
让球迷失望。”有球员在鲁能换
帅后表示。

赛点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编辑：魏露 美编：闫平 Matchday 45
马加特遭受抨击
下一站或是汉堡

对于马加特的离开，德国
媒体没有做出更多的评判。倒
是过去一年半一直追随他的
90后助教凯文·斯托茨，在回
到德国接受《图片报》采访时，
猛烈抨击了马加特的执教风
格。凯文·斯托茨认为马加特
的战术理念了无新意，而中国
的足球环境过于复杂，尤其是
队内关系可谓山头林立，很多
时候马加特在球场边指挥比
赛，而事实上他根本无法发号
施令。

马加特刚刚赋闲，目前在
德国还没有多少和俱乐部帅
位有染的绯闻。不过，汉堡俱
乐部一直空缺的体育主管职
位，似乎让马加特重新成为了
热门。早在去年11月，汉堡董
事会成员日尔纳特就联系过
马加特，当时马加特礼貌性地
回绝了汉堡：“我一直在关注
德甲和汉堡，但我现在仍与山
东鲁能有合同在身，一切都要
等未来再说。”最终，拜因斯多
弗只能自己暂时兼任体育主
管。现在，马拉特已经是自由
身，他也当然地成为了汉堡体
育主管的最热门人选。 新浪

姜至鹏因伤退赛
国足补召范晓冬

近日，国足在深圳备战即
将在东京进行的东亚杯，训练
中姜至鹏意外受伤无缘出征。
据知情人透露，国足已决定补
召长春亚泰副队长范晓冬入
队，以顶替姜至鹏的空缺。

此前，国足在西乡体育中
心备战即将于本月9日在日本
东京打响的东亚杯。12月3日
下午，国足分组训练中，姜至
鹏意外受伤。据国足官方消
息，经医院详细观察，姜至鹏
左侧肋部撞伤，无骨折征象。
尽管姜至鹏伤势不重，但为了
更好的保护球员，国足已经决
定不会让姜至鹏出现在出征
东京的名单中。在姜至鹏的左
后卫位置，此次国足集训大名
单还有李学鹏、郑铮可用。但
为保险起见，国足准备召入亚
泰队副范晓冬入队。 综合

深度解析鲁能为何换“土帅”

逆流而上还是大势所趋？
马加特终究还是下课了，球队副总经理李霄鹏走马上任，李霄鹏将带领山

东鲁能征战下赛季中超联赛。本来更换主教练是一支球队的“常规”操作，但是
由于本次鲁能是由“洋枪”换成“土炮”，这在国内引来了诸多议论。要知道中超
联赛上赛季16支球队最多的时候有15支球队的主教练是由外籍教头担任，那么
山东鲁能为何要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做此选择呢？

外援离队第1人？
塔神或重返巴甲

据巴西媒体《sportv4》报
道称，巴甲俱乐部已经和山东
鲁能达成了协议，塔尔德利将
在2018年重返巴西踢球。

巴西媒体报道称，在本赛
季的巴甲联赛结束后，巴甲转
会市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
的态势，很多俱乐部都在积极
引援。而目前在山东鲁能踢球
的塔尔德利将会离开亚洲足
坛，目前有好几家球队向鲁能
提供了报价，其中就包括了桑
托斯等俱乐部，文章甚至称有
巴甲球队已经和鲁能达成了
协议。

文章报道称，塔尔德利最
大的愿望就是重回老东家米内
罗竞技踢球，但桑托斯提供了
最好的报价，而且桑托斯俱乐
部的投资者愿意承担塔尔德利
一半的工资，他们给塔尔德利
提供了一份月薪500万巴西亚
雷尔的月薪，约合13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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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霄霄鹏鹏接接任任马马加加特特带带领领山山东东鲁鲁能能征征战战下下赛赛季季中中超超联联赛赛。。

张张琳琳芃芃将将担担任任国国足足队队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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