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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国足已没悬念

从4月28日卡纳瓦罗通过自媒体宣
布放弃中国男足主帅职务，到第二天
传出国足新任主帅人选仍是里皮，时
间已过去了半个月。在此期间中国足
协对于里皮的重新上任虽然既不承
认，也不否认，但以中国足协以往的
行事风格看，等于这一说法的真实
性，里皮重返国足已经没有悬念。

那么为何中国足协会再次选择里
皮？理由很简单，因为综合当下各种
条件，在中国队主帅人选上，没人比
里皮更合适。不过此前里皮并没表达
较强的回归意愿，因此今年3月中国队
才由里皮的弟子卡纳瓦罗带队征战中

国杯，可惜卡纳瓦罗交出的是一张糟
糕的成绩单，这再次显示出了里皮的
执教功底。中国杯后，中国足协对里
皮发出了诚意邀请，亚洲杯后一直赋
闲在家的里皮，也有了回归意愿，最
终 4 月 25 日“银狐”来到中国与足协
进行商谈，双方就执教的年薪、合同
年限、成绩目标等问题基本达成共
识，走马上任只剩下签订工作合同而
已。

助教开始上岗工作

在里皮正式出山前，他的教练组
助手们已开始提前上岗。因为从亚洲
杯后离任到重执国足教鞭也已过去了
几个月，为人谨慎的里皮还是希望通

过亚冠、中超甚至足协杯赛事先进一
步考察一下各位前国脚的状态，然后
根据实际情况，从联赛中再挑选一些
近期涌现出来的“新人”。为此里皮的
助手德罗索日前出现在了上港与鲁能
队的比赛现场，他是第一个回到中国
的里皮助手，未来他会担任中国队的
助理教练，此番考察球员正是为了6月
3 日开始的国家队新一期集训进行准
备。此外，里皮的第一助理教练马达
洛尼前天晚上也出现在广州天河体育
中心的主席台上，观看了广州恒大队
与江苏苏宁队的比赛。

在今年1月亚洲杯期间，共有7名
意大利籍助手在辅佐里皮，他们分别
是助教马达洛尼、德罗索，守门员教
练兰普拉，体能教练高迪诺、内里，
球探佩佐蒂，医务总监卡斯特拉齐。
据悉在这7位意大利籍教练团队中，除
佩佐蒂因年事已高，放弃继续参与执
教外，其余 6 人都继续辅佐“银狐”；
替换佩佐蒂的是另一位意大利“球
探”安德利亚·因诺岑蒂。

新国足规模25人左右

目前已确定的是新一期国足将于6
月3日在广州集中，备战6月7日和11
日与菲律宾队、塔吉克斯坦队的两场
国际A级热身赛。

从目前情况看，新老人员更替将
是中国队重新组建时的重要工作。一
些近来在中超联赛中表现出色的年轻
球员，将极可能获得更多代表中国队
比赛的机会。据悉，里皮将根据每个
助手的职能特点，安排他们去不同赛
场考察球员，包括一些在今年俱乐部
赛事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球员。预计新
一期国家队集训期间，里皮将征调 25
名左右的球员，其中肯定会有不少年
轻球员入选。

翻开国足征战史翻开国足征战史，，看那一串演绎看那一串演绎
过动人故事过动人故事、、留下诸多恩怨的主教练留下诸多恩怨的主教练
姓名姓名，，不由得让人感慨国足略显无奈不由得让人感慨国足略显无奈
的发展脉络的发展脉络：：如果不算如果不算““代理教练代理教练””
和和““集训队主教练集训队主教练”，”，里皮已是国足里皮已是国足
第三十任主帅第三十任主帅，，第八任外籍主帅第八任外籍主帅。。

19921992年国足请来首任外籍主帅年国足请来首任外籍主帅、、德德
国人施拉普纳国人施拉普纳，，当时无论球员还是球当时无论球员还是球
迷迷，，都还对都还对““外籍主教练外籍主教练””这一概念感觉这一概念感觉

““新鲜新鲜”。”。往后将近往后将近3030年里年里，，英国人英国人（（霍霍
顿顿）、）、前南斯拉夫人前南斯拉夫人（（米卢米卢，，墨西哥国墨西哥国
籍籍）、）、荷兰人荷兰人（（阿里阿里··汉汉）、）、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福福
拉多拉多）、）、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卡马乔卡马乔）、）、法国人法国人（（佩佩
兰兰））走马灯一样两三年一换走马灯一样两三年一换，，也只有也只有““世世
界杯冠军教练界杯冠军教练””这样的顶级教练才能符这样的顶级教练才能符
合足协和中国球迷的胃口合足协和中国球迷的胃口———尽管国—尽管国
际赛场上的绝大多数比赛显示际赛场上的绝大多数比赛显示，，国字号国字号
球员们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球员们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足球智商足球智商
亦长期徘徊在亚洲二流级别亦长期徘徊在亚洲二流级别，，但主教练但主教练
的档次的档次，，早已经提前早已经提前““冲出亚洲冲出亚洲”。”。

20162016年年1010月月，，里皮终于肯在俄罗里皮终于肯在俄罗
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12强赛国足几强赛国足几
乎提前出局的绝境中接手球队乎提前出局的绝境中接手球队，，国足国足
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世界杯冠军教练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世界杯冠军教练，，
就就1212 强赛结果而言强赛结果而言，“，“豪赌豪赌””不算失不算失
败败，，而能横跨两个世界杯周期的主教而能横跨两个世界杯周期的主教
练练，，在国足执教史上也在国足执教史上也““前无古人前无古人”。”。

““北京北京、、东京东京、、卡塔尔卡塔尔”，”，国家体育国家体育

总局总局20192019年年33件事有件事有11件事做不好件事做不好，，这这
个周期就很难向个周期就很难向““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交差交差：：20222022
年冬奥会还处于筹备阶段年冬奥会还处于筹备阶段，，还有操作还有操作
空间空间；；20202020 年奥运会也是如此年奥运会也是如此。。唯有唯有
2022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国足国足99月就要与月就要与4040强赛对手短兵相接强赛对手短兵相接。。

按照此前披露的预选赛方案按照此前披露的预选赛方案，，国国
足将于今年足将于今年99月直接进入月直接进入4040强赛的争强赛的争
夺夺————66月月66日和日和66月月1111日进行第一阶日进行第一阶
段比赛段比赛，，66 组对决组对决 （（马来西亚队对阵马来西亚队对阵
东帝汶队东帝汶队、、蒙古国队对阵文莱队蒙古国队对阵文莱队、、中中
国澳门队对阵斯里兰卡队国澳门队对阵斯里兰卡队、、老挝队对老挝队对
阵孟加拉国队阵孟加拉国队、、柬埔寨队对阵巴基斯柬埔寨队对阵巴基斯
坦队坦队、、不丹队对阵关岛队不丹队对阵关岛队）） 中的获胜中的获胜
者晋级者晋级99月开战的月开战的4040强赛强赛。。4040强赛分强赛分
为为88组组，，每组每组55支球队支球队，，主客场赛制主客场赛制，，
最终的最终的88个小组第一名球队以及个小组第一名球队以及44支成支成
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球队参加第三阶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球队参加第三阶
段段1212强赛的较量强赛的较量。。1212强赛赛制与俄罗强赛赛制与俄罗
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相同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相同，，小组前小组前
两名直接出线两名直接出线，，两个小组的第三名相两个小组的第三名相
互之间进行主客场制附加赛互之间进行主客场制附加赛，，胜者参胜者参
加跨洲附加赛加跨洲附加赛。。

所以通过所以通过4040强赛的考验强赛的考验，，直接进直接进
入入1212强赛阶段强赛阶段，，以此顺延以此顺延———是里皮—是里皮
执教生涯中的最大考验执教生涯中的最大考验，“，“银狐银狐””需需
拿出匹配世界第一年薪的成绩拿出匹配世界第一年薪的成绩，，来证来证
明自己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双赢选择明自己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双赢选择。。

保住保住““种子种子””资格意味着小组不资格意味着小组不
会出现另一支一档球队会出现另一支一档球队，，为此里皮和为此里皮和
国足必须在国足必须在 66 月两场热身赛中取胜月两场热身赛中取胜，，
换句话说换句话说，，再过再过33周周，，冲击冲击20222022年卡年卡
塔尔世界杯的前哨战就要打响塔尔世界杯的前哨战就要打响。。

66 月月 22 日到日到 66 月月 1414 日这中间日这中间 1212 天天
是中超的间歇期是中超的间歇期，，也是里皮重返国足也是里皮重返国足
后第一期集训时段后第一期集训时段，，在此期间国足要在此期间国足要
在天河体育场迎战精挑细选出来的对在天河体育场迎战精挑细选出来的对
手塔吉克斯坦队和菲律宾队手塔吉克斯坦队和菲律宾队。。这两场这两场
比赛的对手虽然实力都不算强比赛的对手虽然实力都不算强，，但是但是
比赛结果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比赛结果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在在 33
月安排的两场热身赛中月安排的两场热身赛中，，国足均以国足均以 00
比比11输球输球，，导致中国队领先伊拉克队导致中国队领先伊拉克队
的国际足联积分优势只剩下的国际足联积分优势只剩下 77..11 分分。。
预计预计77月亚足联将以月亚足联将以66月份的最终国际月份的最终国际
足联国家队排名足联国家队排名，，确定确定20222022年卡塔尔年卡塔尔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40强赛的种子队强赛的种子队
资格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在在66月战胜菲月战胜菲
律宾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就成为里皮重律宾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就成为里皮重
新上任后的必答题新上任后的必答题。。原因是只有确保原因是只有确保
了种子队身份了种子队身份，，在参加卡塔尔世界杯在参加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亚洲区4040强赛时强赛时，，中国队才能在这一中国队才能在这一
阶段分组时避开亚洲足坛的传统强阶段分组时避开亚洲足坛的传统强
队队，，以此让中国队增大出线希望以此让中国队增大出线希望。。

里皮回归里皮回归，，或许是一个成功的开或许是一个成功的开
始始，，但中国足球迫切需要的但中国足球迫切需要的，，还是一还是一
个成功的结果个成功的结果。。

马尔切洛·里皮 1948 年出生于意
大利维亚雷焦，意大利足球运动员、
教练员。里皮在球员时代司职清道
夫，出道于意大利维亚雷焦红星足球
俱乐部青训营。1969 年至 1979 年，里
皮在意甲桑普多利亚足球俱乐部效
力，期间担任过队长。在此之后，里
皮先后效力于皮斯托伊塞、卢凯塞。
1982年，里皮正式宣布退役。

1982 年，里皮在桑普多利亚青年
队开始执教生涯，之后任教于彭特德
拉、锡耶纳、切塞纳、亚特兰大、那
不勒斯等多家俱乐部。1994 年，里皮
出任意甲球队尤文图斯主教练，在之
后五年中，里皮帮助尤文图斯夺得三
次意甲联赛冠军、一次欧洲冠军联赛
冠军。1999 年，里皮转任国际米兰主
教练。2001 年，里皮回到尤文图斯任
教，之后率领尤文图斯夺得两次意甲
冠军。2004年6月，里皮出任意大利国
家队主教练。2006年6月，里皮帮助意
大利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冠军。2012年5
月，里皮就任中超广州恒大足球俱乐
部主教练。2013 年，里皮率领广州恒
大夺得亚洲冠军联赛冠军。2014 年，
里皮在广州恒大实现了个人执教中超
联赛的三连冠。2016年10月22日，里
皮正式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
练。2019 年 1 月 25 日，在 2019 年阿联
酋亚洲杯中伊之战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队主教练里皮正式宣布，结
束作为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生涯。

里皮被中国球迷称之为“银狐”。
“ 银 ” 是 指 其 一 头 特 色 的 银 发 ； 而
“狐”则是指里皮在赛场上战术变化多
端，善于调节球员情绪。

里皮教练组成员已先后奔赴中超赛
场进行球员考察，但里皮团队却遭遇了
一个更大的尴尬，那就是没有翻译。

意大利籍翻译文迁时以及中国翻译
翁书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里
皮首次执教国足时，这两人也上调至国
足，并与徐杨和刘剑两人组成了国足强
大的翻译团，他们的工作也给国足带来
了极大的保障。不过亚洲杯前后，这几
人随着里皮不续约都分别离开。然而在
里皮确定二度执教后，他们却很难回归
了。据《北京青年报》透露，里皮确认
二度接手国足教鞭后不久就主动联系了
几名翻译。遗憾的是，文迁时、徐杨和
刘剑都因故暂时婉拒了邀请。而翁书荡
则在亚洲杯前就已回到恒大。据悉，当
里皮团队的教练德罗索现场考察上港与
鲁能比赛时，跟随的翻译是曾跟过国足
的吴扬彬，然而他目前在领事馆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能否长期跟队都是未知。

随着大量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著
名教练入主中国俱乐部或者国字号球
队，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语种
翻译成为了香饽饽。足球翻译不但要准
确迅速地掌握主教练的意思，成为球
员、媒体、俱乐部高层和外籍主教练间
的“传声筒”，还要具备相当的足球知
识，目前这部分人才相当稀缺。 晚综

助手们到中国考察球员

里皮回归进入倒计时
虽然里皮再度返虽然里皮再度返

回中国的传言不断回中国的传言不断，，
但到今天为止中国足但到今天为止中国足
协一直对此消息保持协一直对此消息保持
沉默沉默。。不过不过，，上周末上周末
里皮团队中的两位助里皮团队中的两位助
手飞到广州和上海手飞到广州和上海，，
观看了第九轮中超两观看了第九轮中超两
场比赛场比赛，，也以此透露也以此透露
出里皮的最新动向出里皮的最新动向。。
据悉据悉，，里皮将在里皮将在55月月
下旬回到中国下旬回到中国，，先是先是
观看一些中超比赛观看一些中超比赛，，
而后再进一步熟悉和而后再进一步熟悉和
了解国脚们的身体与了解国脚们的身体与
竞技状况竞技状况，，以此制定以此制定
出出66月中国队新一期月中国队新一期
集训的集训的 2525 名国脚名名国脚名
单单。。

国足请回里皮国足请回里皮 再再““赌赌””世界杯出线世界杯出线

里皮“二进宫”
还在找翻译

里皮与文迁时里皮与文迁时（（左左））

里皮里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