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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超，本赛季中甲联赛球
队在换帅问题上同样趋于理性，
目前仅有两名主帅离任。在 13
日，深陷转让风波的四川FC同意
了黎兵的辞职申请，在资金难以
保障的情况下打到第九的位置，
双方最终解约显然不是技战术层
面的问题。

另一位离任主帅佩特莱斯库在
新赛季仅带队两场的情况下不辞而
别，返回罗马尼亚联赛执教克鲁日，
贵州恒丰面对佩帅的单方面解约，
只能临时拉来中方教练组组长郝海
涛接任。有消息称，佩特莱斯库为
了离开贵州恒丰，放弃了今年所有
的工资和奖金。

决定一支球队主帅下课与否的
因素有很多。不得不说，除了技战
术因素外，经济方面的考量也成为
重要因素。在本赛季中超、中甲实

行“投资帽”政策的背景下，球队在
换帅时也要掂量自身投资限额的空
间，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动辄花费
不菲解雇国外名帅。

甚至在聘请教练时，一些国内
球队就放弃以往一味追求大牌教练
的思路，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教练，
比如苏宁的奥拉罗尤、河南建业的
王宝山以及重庆斯威的小克鲁伊夫
等等。除了经济因素外，国内球队
这么做也是源于对足球认知的深
入。

随着联赛的深入，不排除会有
部分成绩依旧未见起色的球队选择
换帅，但就本赛季来说，中超球队在
这一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
步。投资人、俱乐部更加具备耐心，
对联赛甚至中国足球的发展来说，
都无疑是好事。

(卞立群)

各俱乐部对主帅更具耐心了

2019赛季中超联赛战罢9轮，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以往，今
年的中超球队似乎更具耐心和理性，在联赛进行到1/3节点时，尚未
有主帅被炒。而在去年同期，中超已有3位主帅“下课”，到了半程
更有多达6支球队换帅。即便是本赛季中甲，也仅有两名主帅离
队，而且黎兵和佩特莱斯库都是主动递交辞呈，并非因战绩不佳被
解雇。

本报讯 13日晚，新一期中国
国奥队名单公布，希丁克将率队征
战6月1日至15日在法国举行的土
伦杯。根据赛程，中国国奥队将在
6月3日迎战爱尔兰、6月6日迎战
巴林、6月9日迎战墨西哥。球队从
本周中开始到月底将展开针对土伦
杯的集训。

在中国国奥队这份参赛名单
中，上海上港是国脚最大贡献俱乐
部，共有陈彬彬、胡靖航、雷文杰、李
申圆和陈威5人入选；其次是北京
国安、广州恒大和山东鲁能，三家各
有两将入选，其中北京国安入选球
员是张玉宁和郭全博，恒大是杨立
瑜与严鼎皓，鲁能是黄聪与李冠
希。在海归球员方面，林良铭、单欢

欢、姚道刚等悉数在列。
对于主帅希丁克来说，目前入选

名单的球员们能否在规定时间到位依
然是一个问号。在拟定名单时，国奥
方面一直都在为集训时间、地点的安
排而煞费苦心。第47届土伦杯是从6
月3日开踢，15日进行决赛。从准备
洲际大赛的角度出发，国奥队在奔赴
法国前，至少需要安排两周的集中训
练。于是，5月20日就被设定为球队
集结日。而从5月20日至6月15日，
则需要进行三轮中超联赛，同时去年中
超前四名上港、恒大、鲁能和国安，还需
要参加最后一轮亚冠小组赛。另外，在
5月29日和30日，还有一轮足协杯淘
汰赛。种种情况摆在面前，集训和赛程
冲突的事实很难予以回避。 （李立）

广州恒大杨立瑜与严鼎皓入选

希丁克公布土伦杯参赛名单

新华社柏林5月13日电 德甲
第33轮拜仁慕尼黑被莱比锡0∶0
逼平，未能实现提前一轮夺冠。球
队主帅和队员坚信冠军最终属于
拜仁。

在对阵莱比锡比赛中下半场曾
打入一球但被吹罚越位在先、进球
无效的格雷茨卡说：“现在有机会在
最后一轮回到主场夺冠了，在我们
自己的球迷面前庆祝胜利，是再美
好不过的事情了。”

理论上说，最后一轮拜仁只需
打平就可以夺得队史上第28个德
甲联赛冠军。曾夺得三次德甲冠军

的门将乌尔赖希认为平局夺冠不是最
好的结果，“我们要在家门口赢得胜
利，不想依靠什么净胜球夺冠。”

自1999-2000赛季后，拜仁从来
没有在主场锁定德甲冠军。后卫聚勒
说：“如果我们提前一两轮夺冠当然更
好，但在主场夺冠，对球迷来说，是令
人激动和兴奋的事。”

球队主帅科瓦奇补充道：“有些事
情（夺冠）延期了，并不意味着它不会
发生。我们在主场球迷面前有这样的
机会，相信球员都会激情迸发。虽然
我们只需要1分，但我们仍然渴望以
一场胜利收尾。”

在主场捧杯更令球迷激动和兴奋

拜仁将士坚信最后一轮夺冠

新华社罗马5月13日电 意
大利足球甲级联赛13日结束了
第36轮比赛的全部争夺。国际
米兰主场2∶0战胜切沃，重回积
分榜第三。

眼看欧冠资格争夺中的竞争
对手亚特兰大、米兰、罗马、都灵、
拉齐奥在本轮都赢得了比赛，对
阵降级球队切沃的比赛是国米拿
下重要积分的关键机会。第39
分钟，佩里西奇禁区中路尝试射
门，被对方后卫挡开，后路跟进的
波利塔诺得球后一脚推射，球击
中右侧门柱后弹射入网。

第76分钟，切沃的里戈尼铲

倒加利亚尔迪尼领到黄牌，两黄变
一红被罚下场。第80分钟，即将退
役的切沃40岁老将佩利西耶被换
上场，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向他致
意。第86分钟，国米在对方禁区内
进行连续传递，塞德里克接球后尝
试射门，球击中立柱弹出，佩里西奇
补射将球打进，为国际米兰锁定胜
局。

国际米兰拿下关键3分，积分
榜排名第三，领先第四名亚特兰大
1分，领先第五名AC米兰4分。

另一场比赛中，博洛尼亚主场
4∶1战胜帕尔马，其中帕尔马球员
两次上演乌龙。

轻松击败降级球队切沃

国际米兰重返意甲积分榜第三

新华社巴黎5月13日电 据
法国《队报》13日报道，去年夺
得俄罗斯世界杯冠军的法国
男足国家队23名球员将于6月
4日在爱丽舍宫接受荣誉军团
勋章。

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
颁授的最高荣誉勋章。与1998
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成员一
样，去年加冕俄罗斯世界杯冠
军的法国队也将得到这一荣
誉，授勋仪式于6月4日在爱丽
舍宫举行。

法国男足即将在克莱枫丹训
练基地集结，准备6月8日、11日
的两场2020年欧锦赛预选赛。

在此之前，他们还将于6月2日在
南特与玻利维亚队进行一场友谊
赛，授勋仪式被安排在法国队从南
特返回巴黎后举行。

据了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
年7月16日的夺冠庆典仪式上决
定为世界杯冠军队成员授勋，这些
球员起初被安排在去年11月接受
荣誉军团勋章，授勋仪式后因故被
推迟举行。

在今年1月1日法国政府公布
的授勋名单中，法国队23名球员出
现在获得骑士勋章的345人之列。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由于已在1998
年以球员身份得到授勋，此次将晋
升为军官勋章。

主帅晋升军官勋章 球员获骑士勋章

法国男足6月接受荣誉军团勋章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雅培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中国田径
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万达集团
14日共同宣布，成都马拉松成为世
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的候选赛事并
正式启动。作为中国首个被提名的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将对
中国马拉松的未来格局发展带来深
远影响。

当日，万达体育与中国田径协
会在现场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除了打造雅培世界马拉松大满
贯赛事，双方今后还将在赛事品牌
经营和国际赛事交流及培训等方
面开展合作，从赛事品质、赛事传
播推广、商业开发能力等维度充分
实现优势整合、互取所长，提高马
拉松产业及相关赛事运动的整体品
质和水平。

雅培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是全球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
马拉松系列赛事组织，赛事组织水
平、关注程度、竞技水平、赛事规模
等均代表着世界马拉松比赛的最高
水平。成都马拉松作为中国唯一一
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将

进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的长期
评估程序，同时也期望在几年后加
入东京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伦敦
马拉松、柏林马拉松、芝加哥马拉松
及纽约马拉松的行列，成为世界马
拉松大满贯的正式一员。

当日发布会上还进行了2019
成都马拉松启动仪式。今年的成都
马拉松将于10月27日举行，赛事
报名将于6月份正式启动。赛事规
模进一步扩大，增加全程马拉松项
目人数，赛事总人数扩充至30000
人。为贴合国际化的赛事形象，赛
事名称将由“成都国际马拉松”更名
为“成都马拉松”。此外，在赛事奖
金、选手服务水平、赛事组织国际化
水准和赛道设计等诸多方面将进行
全面升级。

2017年，万达集团与雅培世界
马拉松大满贯联盟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获得在全球新增3个世界马拉
松大满贯赛事的独家权益，由万达
体育与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共同
在中国选择城市举办世界马拉松大
满贯赛事，推动中国马拉松运动朝
更高水平发展。

被列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

成都马拉松或成“大满贯”一员

NBA季后赛进入到东西区决
赛的四强争夺。西部决赛北京时间
15日早上率先打响，勇士坐镇主场
迎来开拓者的登门拜访。两队过往
已经非常熟悉，自从勇士近年崛起
以来，本次是双方第三次在季后赛
狭路相逢。实力更胜一筹的勇士过
往两次均把开拓者变成自己晋级的
垫脚石。

同样是以4比2的总分数结束
系列赛，勇士上一轮对阵火箭看上
去没有首轮凿沉快船那么轻松。
很显然，对付哈登和保罗这对星
级后场组合所领军的火箭，要比
全民皆兵没有绝对核心的快船难
度更高。回顾上轮波折的晋级过
程，对于勇士而言，当中最不利的
必然是杜兰特第五战受伤。要知
道阿杜在系列赛前四场场均能贡
献36分，然而勇士所损失的不单
是稳定得分来源，重点在于关键
时刻无解的单打能力。如今还未
有消息表示杜兰特究竟何时复
出，连同依旧在养伤的考辛斯和
琼斯，勇士可谓遭遇了伤兵侵
袭。尤其在缺少杜兰特的情况下，
开拓者就看到了机会。不过，“水
花兄弟”仍然是这支球队的主力，他

们上轮客场逆转挑落火箭正是依靠
这两人的出色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本轮系列
赛首战勇士到底有多少胜算？如果
从2014年季后赛算起，勇士在过去
19场季后赛首战仅仅在2016年西
部决赛输给过当时还是由杜兰特领
军的雷霆，另外18战悉数获胜，15
日的首战赢面之大不言而喻。

开拓者本赛季足够优秀，在主
力中锋纽基奇赛季报销的不利局面
下，开拓者一扫去年首轮遭遇0比4
的阴霾。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连
闯雷霆和掘金两关。这是他们19
年后重返西部决赛，球队本赛季展
现出了极其独特的韧性。首轮晋级
大家记住了利拉德超远距离的一剑
封喉，对阵掘金的“抢七”大战成就
另一个后场火炮麦科勒姆。“开拓者
双枪”完全可以媲美“水花兄弟”。
回顾近年与勇士的交手，开拓者在
2016年和2017年季后赛都遇上勇
士，最终分别以1比4和0比4被淘
汰。不过，2018年以来双方6次交
锋开拓者却取得4胜2负。这组对
阵开拓者也许无法闯过勇士这关，
但取得比之前两次季后赛更好的成
绩完全可以期待。 （徐凯）

NBA西部决赛今日率先打响

勇士“水花”与开拓者“双枪”有一拼

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13 日电
2019瑞士女排精英赛13日在瑞士
蒙特勒打响，中国女排在首场比赛
中1∶3负于日本队，李盈莹全场得
到25分。

这场比赛的 4 局比分是 20∶
25、25∶17、25∶27和21∶25。

瑞士女排精英赛分为两组，中
国队位于A组，同组对手还有日
本、德国和波兰队。本次比赛中国
女排由安家杰带队，朱婷、袁心玥、
丁霞等主力球员并未随队出征。

本次比赛是中国女排在2019
年的首秀，来自天津队的主攻李盈
莹领衔首发阵容。面对由主力参赛
的日本队，中国队在先丢一局的情

况下在第二局将大比分扳为1∶1。
第三局在双方战成25平后，中国队
先是进攻被拦，随后杜清清扣球出
界，日本队再次领先。在最后一局，
一度落后5分的中国队曾将分差缩
小至20∶21，但最后还是没能抵挡
住日本队的进攻，以21∶25再丢一
局，最终1∶3落败。

此役李盈莹得到全场最高的
25分，副攻杨涵玉贡献11分。日
本队共有3人得分上双，其中黑后
爱拿下21分。

当天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中，
泰国队3∶1战胜意大利队，土耳其队
3∶1拿下瑞士队。14日中国队将迎
来第二场比赛，对手是德国队。

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女排首战不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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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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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帅下课并不意味着本赛
季中超联赛球队普遍表现好于预
期，比如目前降级区中的河北华夏幸
福、北京人和，在9轮过后仅积5分，
在技战术打法以及战斗力上表现得
十分糟糕。排在中超下游的上海申
花、大连一方以及天津天海也都让人
难言满意，其中不少球队主场响起过
主帅“下课”的声音。

就连鲁能主帅李霄鹏，虽然目
前率队排在中超第五、在亚冠小组
中提前出线，但也因战术打法单一

的问题，被不少球迷怒喊“下课”。
但去年同期却是另一番景象。

大连一方主帅马林仅带队3轮就被
迫交出帅印，此后名帅卡佩罗主动
向江苏苏宁提出辞呈，河南建业主
帅塔拉季奇也因战绩不佳被俱乐部
解约。

到了联赛半程，名帅佩莱格里
尼、曼萨诺、本托先后离任，更换主
帅的球队多达6支，近乎一半。巧
合的是，在2017赛季上半程“下课”
的主帅也是6人。

去年同期已有三位主帅“下课”

频繁更换主帅，凸显出最大的
原因是缺乏耐心。不少俱乐部花费
重金引进名帅，但没有给这些名帅
足够的时间。

一些国外球队在这方面做得
更好，最鲜活的例子是如今的利物
浦。球队在 2015-2016 赛季初邀
请克洛普接替罗杰斯，当季球队最
终仅列第八，但球队依旧给予克洛
普耐心来改造阵容，经过接下来3
年的不断引援调整和技战术打磨，
利物浦已经成为目前欧洲最具竞
争力的球队之一。现任大连一方
主帅的崔康熙，此前在韩国全北现
代带队 14 年，将全北从平民球队
一步步打造成韩国霸主、亚洲一流
球队。

令人欣慰的是，相较于以往，本
赛季中超球队在换帅的问题上变得
更趋理性和富有耐心，这无疑是一
大进步。

比如之前的广州富力，当斯托

伊科维奇率领的球队打法不再“美
丽”，后防漏洞频出，被苏宁狂灌5
球后，富力辟谣换帅传闻力挺主
帅。球队之后的状态也有所回暖，
在3场联赛中拿下两胜，仅客场负
于上赛季冠军上海上港。

拥有大牌外援、在赛季开始前引
进众多实力内援的大连一方目前仅
列倒数第四，这样的成绩显然不理
想。但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在之前的
讲话中明确支持崔康熙，俱乐部也针
对换帅传言强势辟谣。虽然球队成
绩未出现较大起色，甚至在主场负于

“升班马”武汉卓尔延续不胜，但俱乐
部高层在强烈舆论压力下依旧没有
换帅的想法。

开赛2平3负的建业，更是没有
急于换掉王宝山，近期球队渐入佳
境，接连拿下劲旅苏宁、战胜保级对
手北京人和以及河北华夏幸福，在
少赛一场的情况下，从积分榜末端
攀升至中游。

以往频繁换主帅凸显缺乏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