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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仁宣布法兰克福主帅尼科·科瓦奇下赛季将接过帅印，接替今夏退休的老帅海因
克斯。对近年经历过范加尔、瓜迪奥拉、安切洛蒂等世界级名帅的德甲班霸来说，聘请名气和履
历都逊色很多的教坛新人无疑是一次冒险。那么，科瓦奇究竟有何才能？拜仁看中了他什么？

选择一名说德语的教练，属
于主席赫内斯打造“德国FC”计
划的一部分，也是经历瓜迪奥拉
和安切洛蒂褒贬不一的4个多赛
季之后，拜仁所探寻的新出路。
其实国籍或语言这个选帅条件，
更多是涉及到教练对拜仁俱乐
部和德国足坛的熟悉程度，也跟
教练的思维方式有关，毕竟此前
瓜迪奥拉所造成的文化冲击，至

今仍令拜仁和德国足坛留有余
震，而后来安切洛蒂过于宽松的
管理，则令习惯于严格自律的拜
仁将士无所适从。

选择一位工作方式更符合
“拜仁DNA”的教练，不仅可以
促进“德国FC”计划的落地，也
有助于正处在阵容更新换代关
键时期的拜仁平稳过渡，以开创
下一个辉煌时期。

1 会说德语这么重要吗

在“德国FC”的理想下，拜仁
的体育主管萨利哈米季奇却是
波黑人，新帅尼科·科瓦奇则是
克罗地亚人。但用今天的流行语
来说，他俩都是“精神德国人”。
而且在足球这个维度上，两人除
了球员时代分别代表波黑和克
罗地亚国家队之外，几乎跟纯正
的德国人没有区别，而且足球的
思维方式“很德国”。

萨利15岁就移民德国，职业
生涯除了效力尤文图斯那4年，
全部在德甲度过，而且一早就定
居慕尼黑。科瓦奇出生与成长在
柏林，跟加纳和德国混血的博阿
滕兄弟一样，是地道的柏林人。
他的球员生涯除了最后一站萨
尔茨堡红牛，一直在德国度过。

球员时代，萨利效力拜仁长达9
年，科瓦奇则在2001到2003年间
效力过拜仁，两人有过队友情
缘，私交甚笃，这也是萨利向两
位主席推荐并选择科瓦奇的原
因之一。

其实，科瓦奇的到来续写了
拜仁一段传统。在职业年代，拜
仁前两任主帅查伊科夫斯基
(1963 至 1968 年)和泽贝茨(1968
至 1970 年)都是克罗地亚人。查
氏 1965 年率队升入德甲，在德
甲处子季获得季军并捧起德国
杯，1967年蝉联德国杯并赢得欧
洲优胜者杯。泽贝茨则在1968-
1969赛季率队赢得队史首个德
甲冠军。可以说，克罗地亚教练
就是拜仁的奠基人。

2 德国FC还是巴尔干FC

按科瓦奇的说法，他去拜仁
并无预谋，也从未对外撒谎。上
周萨利给他打电话前，什么都没
发生过。尽管有媒体后来爆料，
科瓦奇在2016年12月跟法兰克福
续约到2019年时之所以要加入
解约金 2 2 0万欧元的“拜仁条
款”，是得到拜仁方面的暗示。

按《踢球者》报道，拜仁高层
其实早在两周前就选定了科瓦
奇。《南德意志报》甚至指出，事
成前大约两周，科瓦奇就曾与拜
仁高层会晤。但赫内斯驳斥这一
消息，指出那场所谓的会面现场
有大约60人，那是拜仁一位克罗
地亚籍司机的生日派对，根本不
可能谈合作的事情。

对一个在德国出生和长大
的足球人来说，一个电话就答应
拜仁也不算奇怪。德国足坛有个
不成文的“规定”：拜仁想要的教
练或球员，一定会得到。放在科
瓦奇身上更是如此，毕竟他球员

时代就效力过拜仁，何况这次是
天上掉馅饼——— 竟以第3顺位被
选中！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第
二次。

至于博比奇针对拜仁的各
种抨击，萨利哈米季奇和赫内斯
后来也一一做出反驳。为什么不
事先与博比奇打招呼就在上周
四挖走科瓦奇，并在成事当晚被
媒体曝光所有细节，甚至第二天
一早就官宣，打了法兰克福一个
措手不及？

萨主管强调这纯粹是误会。
他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博比奇是
科瓦奇的意思。因为科瓦奇与法
兰克福高层关系很好，希望首先
亲自转告。但没想到，此事在上
周四晚迅速走漏风声，这才迫使
拜仁还没正式通知法兰克福就
草草官宣。《图片报》也主动“揽
责”，指出博比奇不该批评拜仁，
拜仁本想迟些公布消息，但“本
报消息太灵通！”

3 一个电话就一拍即合

科瓦奇不过是拜仁续约海
因克斯与邀请图赫尔未果后的

“第三选择”，算不上一见钟情。
但加入“会说德语”这个筛选条
件后，在克洛普和勒夫暂时请
不动、赫内斯心仪的纳格尔斯
曼又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科瓦
奇这才进入拜仁法眼。

科瓦奇在萨尔茨堡红牛挂
靴后，师从过特拉帕托尼、马特
乌斯和莫尼兹。2013 年初，尼科
开始单飞，弟弟罗伯特担任其
助教，两人先后执教克罗地亚
U21 队和国家队，带队参加了
2014 世界杯，但未能小组出线，
然后在 2016 欧洲杯预选赛中途
下课。

2015-2016 赛季尾声，科瓦
奇重返德甲，加入法兰克福。当
时拍板聘请科瓦奇的，是法兰
克福董事会主席布鲁赫哈根，
而不是同年 5 月底才上任的体
育董事博比奇。当时法兰遭遇
7 轮不胜，在赛季剩余 9 轮的
情况下列倒数第 3 。科瓦奇在

法兰起步艰辛，前 5 战 4 负，只
进 1 球，好在随即 3 连胜续命，
最后通过附加赛险胜纽伦堡保
级成功。

从上赛季开始，法兰克福
在博比奇协助下步入正轨。他
迅速将一支阵容东拼西凑的

“二十多国联军”捏合成型，前
半程打出 8 胜 5 平 4 负高居第
6。可惜，后半程球队一度 10 轮
不胜(后半程 3 胜 4 平 10 负排
名垫底)跌出欧战区，而且在德
国杯决赛 1 比 2 惜败于多特蒙
德，无缘欧联杯。

不过，考虑到法兰克福有
限的投入，以及此前一季还是
勉强保级，德甲第11和德国杯
亚军的成绩已足以令外界对科
瓦奇刮目相看。本季以来，法
兰保持了良好势头，德甲排名
一度高居第3，进军下赛季欧联
杯希望很大，德国杯也打进了
四强。

按照萨利的说法，科瓦奇
是他向两位主席提出的人选，

“我们一致同意选他。”萨主管
解释说，他上任后对俱乐部的
医疗和球探部门进行了现代化
改造，还打造了一个创新中心，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拥有现代
与创新的工作方式并且符合我
们管理架构的教练。”何况，科
瓦奇只有 46 岁，可塑性强，潜力
巨大。

纳格尔斯曼这样的学院派
教练，科瓦奇还有一个明显优
势，那就是拥有成功的球员生
涯。踢球时，科瓦奇就是极具个
人魅力的领袖，能在不乏天才
大腕的克罗地亚队担任队长。
在拜仁执教，人事管理与战术
造诣缺一不可，海帅便在两者
之间取得完美平衡，而此前两
任外籍主帅则差点意思。

不过，科瓦奇缺乏执教豪
门的经验，没有带队参加过欧
冠，更不曾获得过冠军。因此外
界对科瓦奇在拜仁的执教前景
有所担忧，而这显然也是拜仁
一开始没考虑他的原因。

4 备胎的备胎有何本钱

科瓦奇的战术风格追求攻
守平衡，能在四后卫与三后卫
体系之间灵活切换。执教法兰
克福两年多以来，科瓦奇对多
名球员的位置改造以及对几名
年轻球员的大胆提拔也独具慧
眼，颇显功力。一直担任后腰的
日本老将长谷部诚，在科瓦奇
手下主要司职三中卫体系中居
中的中卫；原本在德甲降级队
汉诺威都踢不上比赛的本土新
星马里乌斯·沃尔夫本赛季通
过转型为右翼卫而打出信心，
成为绝对主力；而此前在本菲
卡根本踢不上比赛的塞尔维亚
锋线新星约维奇，本赛季至今
已在德甲打进 8 球，与同样是

去年夏天才加盟的法国中锋阿
莱并列队内射手榜首位。

对于同一名球员，科瓦奇
也会按照战术需要灵活使用，
例如去年夏天应他邀请加盟的
柏林赫塔前队友凯文·普林斯·
博阿滕，赛季至今就打过中锋、
边锋、前腰、后腰等不同位置。
在“王子”看来，科瓦奇是一位

“能让每一名球员都变得更好”
的教练，这也是拜仁对教练的
要求之一。在英超和西甲都留
下过足迹的博阿滕表示：“我会
跟任何一名准备为尼科效力的
球员说，不管你在何时何地，都
要做好准备，因为你得付出很
大努力！但你肯定会变得更好。

我从没见过哪名教练的赛前备
战像他那么好。只要你按照他
的要求一样一样做好，比赛就
会成功。”

曾短暂效力多特蒙德的博
阿滕尽管认为克洛普才是他跟
过的最佳教练，但科瓦奇也不遑
多让。克洛普会让每一名球员都
为他全力以赴，“尼科也差不多，
他也能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科瓦奇用人只看状态不看名气，
管理手段恩威并施。上赛季末，
从曼联租借而来的右后卫吉列
尔莫·巴雷拉由于不顾科瓦奇的
警告跑去纹身，导致出现炎症而
影响了训练，立即遭到内部禁
赛，并被退还给曼联。

5 科瓦奇信哪门哲学

此番聘请科瓦奇，不禁让人
联想到2008年聘请没有俱乐部执
教经验的克林斯曼。克林斯曼当
时44岁，与如今的科瓦奇相仿。
当时克林斯曼是接替二次执教
的希斯菲尔德，拜仁希望这个任
命可以加速球队变革，结果克
林林斯斯曼曼一一系系列列过过于于激激进进的的做做法法
以以及及缺缺乏乏说说服服力力的的成成绩绩，，导导致致
这这次次带带有有赌赌博博意意味味的的合合作作以以失失
败败告告终终。。

当然，也正如萨利哈米季奇
所说，海因克斯第一次执教拜仁
时也没有太多经验，但他如今已
是世界最佳教练之一。萨主管说
的没错，1987年首次入主拜仁前，
海帅只执教过门兴，而且没有冠
军。但最终，海帅在拜仁一直待
到了1991年10月，其间带队拿到2
个德甲冠军。尽管以今天的标
准，“海一期”算不上多么成功，
但这为他日后更为辉煌的执教

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拜仁
最终在他带领下成就三冠伟业
埋下重要伏笔。

更重要的是，当时担任经理
的赫内斯与海因克斯结下了深
厚友谊。如今的萨利和科瓦奇，
也完全可以成为明日的赫内斯
与海因克斯。萨主管很有信心，

“我相信尼科也会走上这条路。
海因克斯也觉得这是个很棒的
决定。” 据《体坛周报》

6 历史上的“科瓦奇”命运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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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奇 问
拜仁新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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