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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18队主帅确定
5队休赛期换帅

“土帅”
直面机遇
与挑战

“韩流”浪潮再起？
4名韩国主帅执掌帅印

“我在41岁那年来到
中国，今年已经60多岁了，
在中国待了不少时间，已经
20多年过去了，并且也经
历了之前的黄金时代。我
有时也很气愤——— 这二十
几年，中国足球没有发展。”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深圳
队新任主教练李章洙如是
感慨。

对中国球迷来说，李章
洙无疑算是老熟人了。
1998年，李章洙第一次来
到中国执教，先后带领前卫
寰岛、青岛贝莱特夺得足协
杯冠军。此后，他又执掌过
北京国安、广州恒大、成都
天诚、长春亚泰等中国球队
的帅印。今年2月，深圳队
官方宣布，李章洙出任球队
主帅。

深圳队负责人此前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支球
队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突破
一些瓶颈，需要选择一个能
打开局面的教练员。”在深
圳队管理层眼中，有“铁帅”
之称的李章洙，就是那个能
率领球队突破瓶颈的人，且
李章洙的执教理念“吻合深
圳队现在所需要的精神和
气质”。但想要达成俱乐部
的这种期待，李章洙确实面
临着不小的挑战。经过一
番波折，戴伟浚最终留在了
深圳队，将继续代表球队征
战新赛季中超，深圳队在本
土球员方面，基本保留了上
赛季主力班底。但外援成
色上，深圳队与上赛季相比
出现了明显下滑，卡尔德克
已经离队，而瓦卡索则因被
检测出新冠阳性，不得不延
期返回中国，何时归队难以

确定。这样一来，上赛季以
五外援出战中超的深圳队，
在赛季开局阶段或许只能
以阿奇姆彭、新外援林采
民、青岛队旧将亚历山德里
尼这三名外援应对。有着
丰富执教经验的李章洙，需
尽可能地将球队捏合成型，
以在新赛季保持竞争力。

看起来，在金元足球时
代一度式微的“韩流”，似有
回归趋势。包括李章洙在
内，中超新赛季总共有4名
韩国主帅。颇为巧合的是，
他们都面临着很严峻的挑
战。河北队主帅金钟夫，面
临着所率领人员流失严重
的难题。张呈栋、王秋明、
尹鸿博等多名上赛季的主
力球员在休赛期离队，河北
队不得不被动进行更新换
代，平均年龄由26岁骤降
至22.6岁。球队总体身价
中超垫底的河北队，被视作
降级热门。金钟夫虽然以
善于培养年轻球员闻名，但
想要带队完成保级任务，着
实困难重重。与河北队相
比，同样以保级为目标的重
庆两江竞技，日子似乎宽裕
一些。这个转会窗口期，重
庆两江竞技一口气引进16
名球员，且其中包括两名新
外援。但考虑到新赛季颇
为残酷的升降级规则，对重
庆两江竞技主帅张外龙而
言，率队保级仍是一项极具
挑战性的工作。中超新军
成都蓉城的帅印也由韩国
主帅执掌。上赛季率队通
过附加赛拿到中超入场券
的徐正源，将迎来执教生涯
中的全新挑战——— 与李章
洙、张外龙、金钟夫三位前
辈不同，徐正源还从未有过
在中超执教的经验。成都
蓉城在这个转会窗口期动

作不小，这也使得球迷对这
支球队有了更多的期待。
而徐正源需要做的，就是尽
可能地不让球迷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4支升
班马球队不约而同地留用
了率队冲超的主教练，且这
4名主帅均为“洋帅”。

“土帅”直面挑战！
郝伟、陈洋仍是领军人物

客观而言，金元足球风
暴退去，本土教练得到了更
多的执教机会，而“土帅”们
上个赛季的表现也着实给
力。泰山队主帅郝伟率队
成就双冠王伟业；担任广州
队执行主教练的郑智，率领
深陷生存危机的广州队获
得联赛第三名；陈洋麾下的
长春亚泰黑马成色十足，作
为升班马，最终排名联赛第
四位。也就是说，除去莱科
执掌帅印的海港队，上赛季
中超四强中，有三队是“土
帅”当家。

凭借着出色的带队成
绩，郝伟蝉联金帅奖。在接
受央视《足球之夜》栏目采
访时，郝伟这样说：“这个奖
项对我本人是一个认可，对
我一年的努力是一个肯定。
陈洋指导带领队伍获得了
亚冠资格，水指导拿到亚洲
杯冠军，这也证明，中国教
练是完全有能力带好队伍
的。”

这个休赛期更换主帅
的5支中超球队中，有3支
选择了本土教练——— 上海
申花迎回老熟人吴金贵，北
京国安再度牵手谢峰，广州
队起用了刘智宇。应该说，
这3名本土教练对自己所带
的球队，都是非常熟悉的。
但对他们来说，带队任务都

很是艰巨。在上海申花的
艰难时刻接过球队帅印的
吴金贵，此前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这样说道：“十年一个
轮回。我不觉得现在的情
况必须让所有人都悲观，悲
观和抱怨解决不了问题，相
反，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
该做好自己的事情，身为中
国教练，我们能不能在这种
危机下将事情做好、陪伴上
海申花走出这条最艰难的
路？才是真正应该思考的
事情。”这一席话，也体现出
了本土教练的担当。

就带队成绩而论，郝
伟、陈洋称得上是“土帅”领
军人物。而天津津门虎主
帅于根伟、武汉长江主帅李
金羽这两位少帅的新赛季
带队表现，同样值得关注。

2012年5月，广州恒大
与李章洙提前解约。在为
李章洙及其教练组举行的
告别宴上，许家印还与李章
洙喝了交杯酒。告别宴过
后，广州恒大紧接着官宣了

“银狐”里皮上任的消息。
在那之后，中超迎来世界名
帅浪潮，斯科拉里、贝尼特
斯、卡佩罗、多纳多尼、佩莱
格里尼等大牌“洋帅”纷纷
登陆中国足坛。

时过境迁，金元足球的
疯狂时代已一去不返，告别
了世界名帅们的中超，迎来
李章洙的回归。在接受采
访时，李章洙这样说：“对我
来说，无法理解说过去这十
年是正常的这种说法，在当
下的情况下，去一步一个脚
印地发展才是正常的做法。
过去这十年投资了这么多，
我们获得了什么呢？有没
有留下什么痕迹？我认为
留下的更多是一片虚假的
繁荣。” 据《济南时报》

5月11日，
广州城官方宣布，与
球队主帅范加斯特完
成续约。随着荷兰人继
续执掌广州城帅印获官
宣，新赛季中超18支球队的
主教练全部确定。

据统计，中超球队主帅
中，有7名本土教练，11名外籍
教练。在这个中国足球的凛
冬，生存成为很多球队的头等
大事，稳定也顺理成章地成为
主流选择——— 这个休赛期，仅
有5支球队选择换帅，且这5名
新 任 主 帅 ，其 实 也 都 是 老
面孔。

泰山队主帅郝
伟堪称“土帅”领军
人物。资料照片 欧冠赛制

大改革敲定
两年后由32队扩军到36队
6轮小组赛取消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羊城晚
报》报道，欧足联官方已经宣布，从
2024—2025赛季开始，欧冠将采
用全新赛制。欧冠正赛参赛球队
将由32支扩军到36支，6轮小组赛
将会取消，被类似联赛的8轮赛制取
代。欧冠16强全部产生后，与现行

的淘汰赛赛制相同。
36支球队仍会划分为四个档次，每

支球队与每个档次的两支不同球队总共
八个对手分别交锋，每支球队有四个主场
和四个客场赛事。8轮联赛过后，排名前
八的球队直接进入16强，排名第九到第
24位的球队通过两回合附加赛决出16强
另外8个席位。

在现行赛制下，32支球队分成8个小
组，每支球队与三个小组赛对手进行主客
场比赛。欧冠改制后，每支球队与8个不
同对手进行主客场联赛，对手不会重复，
无疑增加了新鲜感和偶然性，将会带来更
多的剧本和故事。

欧冠改制后，一支球队如果直接参加
正赛，并且打进联赛前八，夺得冠军需要
参加8场联赛和7场淘汰赛，总共15场比
赛；如果冠军“爆冷”来自联赛排名第九到
第24位的球队，夺得冠军需要参加17场
比赛，也就是8场联赛和9场淘汰赛。按
照欧冠现行赛制，一支球队如果直接参加
正赛，夺得冠军需要参加13场比赛，包括
6场小组赛和7场淘汰赛。

两年后，参加欧冠正赛的球队由32
支增加到36支，增加的4个名额分配原则
也已经产生。

首先为近五个赛季欧战积分排名第
五的联赛增加一个直接参赛名额，第五大
联赛一般是法甲，也可能是葡超。

欧冠资格赛分为冠军路径和联赛路
径，欧冠改制后为小联赛冠军所参加的冠
军路径增加一个参赛名额，也就是冠军路
径出线球队将由4个增加到5个。

另外两个增加的欧冠正赛名额，分配
给上赛季欧战积分排名前两位的联赛。
以本赛季为例，欧战积分排名前两位的联
赛分别是英超和荷甲。假如欧冠从下赛
季开始扩军，英超和荷甲将分别增加一个
欧冠正赛名额，英超由前四名参加正赛变
成前五名参加正赛，现在排名第五的热刺
将会非常高兴（排名第六的曼联仍然没有
机会）；荷甲由只有冠军直接参加正赛变
成冠军和亚军直接参加正赛。

袁心玥、丁霞领衔

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队名单公布

本报综合消息 当地时间5月11日，
国际排联官网公布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
各参赛队人员名单，袁心玥、丁霞领衔中
国女排24人大名单。朱婷、张常宁等名
将因伤病原因，未入选此前的集训名单，
也不在本次征召之中。

上月中旬，中国女排公布了主教练
蔡斌上任后的首期集训名单。与当时的
20人相比，此番中国队的24人名单增加
了接应杜清清、主攻仲慧、副攻王文涵和
自由人王梦洁等4名球员。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将于北京时间
6月初开赛。根据相关规则，大名单里24
名球员均有参赛资格，各队需在每站赛
事前确定参加当站比赛的最终14人
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