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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男足在世
预赛亚洲区40强赛中1：2不敌叙利亚队，
虽以净胜球优势领先菲律宾队暂列小组
第二，但与小组第一叙利亚队的积分差距
已达5分，丧失40强赛出线主动权。国足
本场比赛失利的原因是什么？

足协新闻发言人（以下简称“足”）：这
次比赛不仅结果让人失望，比赛过程也没
有达到预期。国家队是一个团队，是中国
足协派出征战比赛的队伍，足协负有最大
的责任。说到底，还是我们的足球人才培
养不足以支撑一支高水平的国家队。国
家队失利背后的原因是全方位的，不只是
哪个教练，或者哪个队员的责任。在昨天
比赛结束之后，足协领导同国家队队员进
行了深入沟通，并对队员提出要求：既要
反思比赛，同时也不能气馁。世预赛四十
强赛还有4场比赛，其中有3个主场，中国
队并没有失去出线希望。足协将会抓紧
研究下一步的备战工作，国家队从迪拜回
国之后，中国足协将会召开内部检讨专题
会，从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刻反思，
全面总结备战过程中的问题。

记：国足主教练里皮辞职是否与中国
足协事先沟通过？他是否还有回归的可能？

足：里皮在发布会之前并没有通过正
式渠道向足协提出辞职。关于他是否回
归，目前不是摆在桌面上的优先事项。足
协首先要内部深刻反思，总结队伍备战的
问题，并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记：里皮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球
员应该把教练布置的战术发挥出来。如
果球队不能发挥出最佳水平，球员害怕比
赛，没有斗志，没有胆量，没有连续传球，

“这都是我主教练的责任”。
“缺乏斗志”“无法发挥出教练布置的技

战术”是国足的痼疾，国足距离“能征善战、作
风优良”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如何解决？

足：这次国家队备战世预赛，中国足协
成立了国家队备战工作领导小组，足协主席
陈戌源担任组长，全面保障队伍的备战工
作。国家队是主教练负责制，足协充分信任
并支持里皮和他的教练团队。在备战与菲
律宾和叙利亚两场比赛之前的集训过程中，
里皮均表示队伍的士气、队员的自信心都非
常不错。我们相信，入选国家队的队员都想
为国家队全力以赴，都想打好比赛赢得胜
利。“能征善战、作风优良”是对每支国字号
队伍的要求，国家队在场上的表现确实距离
这个标准还有一定距离，足协在接下来的内
部反思中，也会重点研究这一课题，特别是如
何加强队员的拼搏精神、团队精神和
爱国主义教育。

记：目前距离下一场四十强赛还有4
个多月，我们选帅的思路是什么？是否已
有目标？

足：（对阵叙利亚的）比赛刚刚结束，
足协还需要内部进行全面总结，并制订下
一步的备战计划，确定新的教练团队是其
中的重要课题。国家队的主教练首先要
有担当，要熟悉中国的联赛和队员，能够
制订出符合中国国家队队员能力和特点
的战术，能够全力以赴率领球队打好接下
来的四十强赛4场比赛。

记：国足作为一国足球的标杆和旗
帜，备受球迷瞩目，但自2002年世界杯以
来，再无晋级世界杯正赛经历。足改方案
中的远期目标写到：“积极申办国际足联
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
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如何实现上述目
标？申办世界杯是否已有计划？

足：联赛是国家队的基础，我们首先
要推进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让
更多的青年球员能够通过联赛得到锻炼
和成长，从而进入国家队。中国足协将会
出台联赛调整方案，大力推进青训，鼓励
优秀的年轻球员留洋，进入欧洲高水平联
赛锻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待国家队
水平的逐步提高。

接下来，中国将会承办2021年世俱
杯和2023年亚洲杯，相信这两大国际赛
事将会大大推进中国各承办城市足球基
础设施的提高，提升足球文化在中国的普
及，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踢足球。关于申办
世界杯，目前足协还没有相关议程，我们
还是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做好现有工作。

记：“归化”作为助力国足冲击世界杯
的举措之一，目前看效果如何？归化球员
的融入度如何？如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

足：归化球员中目前已经有两人加入
国家队，艾克森和李可均已登场亮相，为国
家队做出贡献。关于归化球员的管理，中
国足协很快就会出台相关管理规定。可以
确定的是，所谓的“50人归化限额”不属
实。足协主席陈戌源在8月召开的足代会
上已明确表示，足协将会以“严格限制、谨
慎推进”的原则来推动球员归化工作，在接
下来的联赛调整方案中，针对归化球员，
也将会作出明确的限制规定。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
电 记者公兵 王浩宇）

从2014年1月第十届中国足协
会员大会召开至今，中国足球取得了
一定的进步和成绩。随着中国足球
改革进入深水期，如何为未来国足增
加新的强劲动力？中国足协肩上的
担子不轻。

管理体制改革
是中国足球改革关键

足球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足球
改革的关键内容，调整中国足协，就
是抬起改革“龙头”。为此，中国足协
与体育总局脱钩，形成社团法人治理
新结构，全面推进足球行业各类制度
建设，出台《中国足球协会2020行动
计划》等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

面对地方足协脱钩存在诸多现
实性难点的问题，中国足协确定江
苏、浙江、四川、武汉、成都、大连三省
三市为足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带动
地方足球发展。

职业联赛
成中国足球改革窗口

职业联赛是中国足球改革的窗
口，中超联赛在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
变化。首先是联赛法治建设全面
加强，推出了一整套行业管理
规定。其次是出台规范管理
职业俱乐部的十八条措施
等多项新政，实施引援
调节和俱乐部投入帽、
球员工资帽、奖金帽
等财务公平政策，
严厉查处“阴阳
合同”，促进俱
乐部健康可

持续发展。
2018赛季中超联赛现场观赛人

数达到577.6万人，场均2.4万人，位
列世界第六位；中超联赛媒体版权卖
出10年110亿元。

五大青训体系
布局中国足球未来

足球的未来在孩子身上。过去
五年中国足协全面深化青训体系改
革，出台《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

“165”行动计划》等系列政策，建立五
大青训体系为一体的多元化后备人
才培养体系，加快布局国内、国际两
类青训中心，青超联赛影响力不断扩
大，构建“五系一体、两
心一赛”的新时
代足球青
训体系。

向外拓展
为国足赢得国际空间
近五年来，中国足协与法国、德国等

21个国家和地区足协签署了合作协议，
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建立合作
关系。今年中国足协与国际足联签署
合作备忘录，成立联合工作组。这让中
国足球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2017年
和2019年两次成功竞选国际足联
理事，成功申办了2023年亚洲
杯，为我国足球改革发展赢得了
有利环境和国际空间。
（据新华社电）

中国男足14日在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
赛中1：2不敌叙利亚队，丧失出线主动权，主教练里皮宣布辞
职。中国足协新闻发言人1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称：国
家队失利的原因是全方位的，但依然还有出线希望；新任主
教练首先要有担当，要熟悉中国的联赛和队员，能够制订出
符合国足队员能力和特点的战术，能够全力以赴率领球队打
好接下来的世预赛；足协会做好下一步备战计划。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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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皮执教成绩单

中国足球改革这 年

一声长叹之后，中国足球须卧薪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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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长叹。
在四十强赛中1：2输给叙利亚队

之后，中国队离卡塔尔世界杯又远了
一步，而赛后主帅里皮再次宣布辞
职，更增添了一丝悲凉的气氛。

中国足球已经多次遇到这样熟
悉的场面，似乎总是再次跨入同一条
河流之后，才想起此前曾经在此地折
戟沉沙。

里皮的临别赠言残酷而真实
——中国队打马尔代夫和关岛这样
的弱队还可以赢球，一旦遇上菲律宾
和叙利亚这种稍微强一点的对手，就
不知道怎么踢球了。

曾经多少次，我们把输球归咎于
主教练不行、国家队管理体制不顺、后
勤保障不力等等原因，但当我们请来了
世界杯冠军主教练，国家队管理采用主教

练负责制，给予了国际一流的后
勤支持，

更破天荒地开启了“归化”大门时，
结果却仍然让人失望。

将围绕国家队的方方面面做到极
致，本身无可厚非，但其中的核心——
中国足球人才的匮乏和体系的孱弱，
却让一切外围工作变成空中楼阁。

抛弃幻想吧！我们要承认这就
是中国足球实力的真实体现，我们无
法指望一个大牌教练和几个归化球
员就能把国足扛进世界杯。

扪心自问，在中国足球开启改革
大幕之后，真正有多少部门和多少人
做到了不计短期得失，而期久久为功？

一声长叹之后，中国足球需要真
正的卧薪尝胆，要有坐十年、甚至二
十年冷板凳的定力。按照足改精神
的指引，扩大足球人口，完善青训体
系和推进职业联赛市场化改革，一步
也不能停歇。
（新华社广州11月14日电 记者王浩明）

15 日凌晨负于叙利亚
后，里皮宣布辞去国足主帅
职务。从 2016 年 10 月 22
日首次出任国足主帅到
2019年11月14日辞职，“银
狐”执教中国男足的成绩并
不光鲜。

◎2016.11.15 国足0比0卡塔尔（12强赛）
里皮迎来国足首秀。

◎2017.1.10 国足0比2冰岛（中国杯）
◎2017.1.14 国足点球总比分5比4克罗地
亚（中国杯）

里皮带队首次参加“中国杯”，最终获第3名

◎2017.3.23 国足1比0韩国（12强赛）
◎2017.3.28 伊朗1比0国足（12强赛）
◎2017.6.7 国足8比1菲律宾（热身赛）
◎2017.6.13 叙利亚2比2国足（12强赛）
◎2017.8.31 国足1比0乌兹别克斯坦（12强赛）
◎2017.9.6 卡塔尔1比2国足（12强赛）
◎2017.11.10 国足0比2塞尔维亚（热身赛）
◎2017.11.14 国足0比4哥伦比亚（热身赛）

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里皮带队取

得3胜2平1负，国足排名小组第5无缘附加赛

◎2017.12.9 国足2比2韩国（东亚杯）
◎2017.12.12 国足1比2日本（东亚杯）
◎2017.12.16 中国1比1朝鲜（东亚杯）

里皮首次带队出战东亚杯，国足取得2平1

负 ，最终排名第3

◎2018.3.22 国足0比6威尔士（中国杯）
◎2018.3.26 国足1比4捷克（中国杯）
◎2018年“中国杯”，国足两战全败垫底，成
为里皮执教转折点。

◎2018.5.26 国足1比0缅甸（热身赛）
◎2018.6.2 泰国0比2国足（热身赛）
◎2018.9.8 卡塔尔1比0国足（热身赛）
◎2018.9.11 巴林0比0国足（热身赛）
◎2018.10.13 印度0比0中国（热身赛）
◎2018.10.16 国足2比0叙利亚（热身赛）
◎2018.11.20 国足1比1巴勒斯坦（热身赛）

这是国足在亚洲杯前的最后一场A级赛

事，也是里皮国内主场告别之战

◎2019.1.7 国足2比1吉尔吉斯斯坦（亚洲
杯小组赛）

◎2019.1.11 国足3比0菲律宾（亚洲杯小组赛）
◎2019.1.16 国足0比2韩国（亚洲杯小组赛）
◎2019.1.20 国足2比1泰国（亚洲杯1/8决赛）
◎2019.1.25 国足0比3伊朗（亚洲杯1/4决赛）

2019阿联酋亚洲杯，国足小组第2出线，

最终止步8强，里皮赛后宣布辞职

◎2019.4.28 里皮重回国足帅位。
◎2019.6.7 国足2比0菲律宾（热身赛）
◎2019.6.11 国足1比0塔吉克斯坦（热身赛）
◎2019.8.30 国足4比1缅甸（热身赛）
◎2019.9.10 国足5比0马尔代夫（40强赛）
◎2019.10.10 国足7比0关岛（40强赛）
◎2019.10.15 国足0比0菲律宾（40强赛）
◎2019.11.14 国足1比2叙利亚（40强赛）

（据人民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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