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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接替里皮出任国足主帅？
两名洋帅斯科拉里和奥拉罗尤希望较大 本土教练李铁呼声也不小

毫无征兆，里皮猝然辞职！
已经丧失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

出线主动权的中国男足雪上加霜，下
一场40强赛就在4个月之后，中国足
协在新帅选择上何去何从？

虽然以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
二，但与小组第一叙利亚队的积分差
距已达5分，国足最现实的目标就是以
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身份出线。
如果在剩余4场40强赛中再出现闪
失，国足的出线形势将岌岌可危。

如何遴选新任主帅？中国足协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国家队主教
练首先要有担当，要熟悉中国联赛和队
员，能制订出符合中国国家队队员能力
和特点的战术，能全力以赴率领球队打
好接下来的40强赛4场比赛。

看似宽泛，但其实标准已相当明
确，最主要的一点是有担当。对新帅而
言，带领国足踏踏实实打完世预赛是最
起码的要求。其次是要熟悉中国联赛
和队员，这其实进一步缩小了选帅范围
——要么本土教练中的佼佼者，要么正
在执教或执教过中国球队的外籍教练，
其他的可能性较小。“能够制订出符合
中国国家队队员能力和特点的战术”也
相当关键，一名欧足联职业级教练就认
为：“中国队球员并不适应里皮的战
术。”这或许是球员能力达不到所致，但
也凸显了针对性技战术的重要性。

先说外籍教练。巴西名帅斯科
拉里的新闻发言人阿加斯·菲累格日
前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如果收到中国

足协邀请，双方的条件都能相互满
意，斯科拉里愿意执教中国国家队。

世界杯冠军教头斯科拉里的履
历毋庸赘述，他与中国的“交情”也着
实不浅——2015年6月至2017年11
月任广州恒大主教练，帮助恒大再夺
亚冠冠军和中超三连冠。而恒大又
是国脚大户，斯科拉里无疑在队伍整
合上具有一定优势。

斯科拉里最近一次执教国家队
自2012年开始，结果他率领的巴西队
在家门口的2014年世界杯半决赛上
1：7惨败给德国队，颜面尽失，最终以
第四名结束征程。

对于斯科拉里这类大牌教练，足
协应当找准一个平衡点，应当在日常
管理、建队思路中对其进行一定制
约，否则或将事倍功半。

目前中超球队中洋帅较多，但综

合带队成绩来看，上海上港主帅佩雷
拉呼声较高，在其任上，上港于2018
赛季首次问鼎中超冠军，本赛季也有
卫冕可能。

江苏苏宁主帅奥拉罗尤对西亚
球队很熟悉，曾帮助阿尔希拉尔、阿
尔萨德、阿尔艾因等队多次拿到联赛
或杯赛冠军，而且有执教沙特国家队
经历。2015年亚冠决赛，奥拉罗尤执
教的阿赫利不敌恒大，获得亚军。

天津泰达主帅施蒂利克曾执教韩
国国家队，但因战绩不佳被解职，本赛
季泰达战绩一般。广州富力主帅斯托
伊科维奇曾带领名古屋鲸八获得日本
J联赛冠军，2017赛季将富力带至第
五名，但近两年球队战绩欠佳。

大连一方的贝尼特斯曾执教利
物浦、国际米兰、皇马等豪门球队，是
欧冠冠军教头。他将一方从刚来时

的第13名一度带至第六，赛季目标是
前八，目前一方暂列第九。一方还进
入了足协杯半决赛。贝尼特斯一直
强调一支球队要想夺得冠军，必须要
有冠军精神，即不放弃每一场比赛，
当一名球员走向球场，一定要有拿下
比赛的信心。他认为，球员要“知其
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即充分理解他
的战术思想，不仅要做好，还要理解
为什么这么做。此外，他还有将纽卡
斯尔联队从英冠带回英超的“磨砺”。

上海申花主帅崔康熙曾带领全北
现代获得亚冠冠军，是亚足联最佳主
教练，而且担任过韩国队主教练。他
来中国执教的经历颇为复杂，先是天
津权健（现天津天海），后是大连一方，
再到上海申花，虽然八个月换了三支
球队，但或许有助于加深其对中国足
球的理解。目前申花已成功保级。

作为国足集训队主教练，广州恒
大主帅卡纳瓦罗一度与国足帅位走
得很近，但在率领国足在今年中国杯
垫底后他最终选择放弃，目前来看他
吃“回头草”的可能性不大。

再看本土教练。中超球队中目前
只有5名本土教练，分别是山东鲁能的
李霄鹏、武汉卓尔的李铁、河北华夏幸
福的谢峰、河南建业的王宝山、天津天
海的李玮锋。后三者所在球队成绩一
般，尤其天海尚未成功保级，恐怕难为
足协所考虑。鲁能属于传统豪门，但
近几个赛季状态起伏，2016赛季甚至
掉到第14名。自2017年12月开始担
任鲁能主帅以来，李霄鹏将鲁能带至
2018赛季第三名，他个人也荣膺中超
最佳教练。李铁同样是本土教练中的
佼佼者，他不仅有在俱乐部和国家队
辅佐里皮的经历，而且带领华夏幸福
从中甲冲超，并一度带领华夏在中超
征战。本赛季，他治下的升班马武汉
卓尔暂列第六，表现不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新华社伦敦11月19日电（记
者张薇）正在中超大连一方队执教
的西班牙名帅贝尼特斯近日在接受
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工作，
翻译的作用简直至关重要，这是对
比他之前执教经历的最大不同。

贝尼特斯曾执教利物浦、国际
米兰、皇马等欧洲豪门球队。他日
前在接受BBC电台《每日足球》节目
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的生活其实总
体和在英国时差不多，“我每天差不
多7点起床，8点半出现在训练场
上，训练之后也就是处理一些很平
常的工作，备战比赛的方式并没有

什么不同。只是你不像在英超时那
样了解球员，一开始联赛中很多球
员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最初工作
特别辛苦。”

接下来，贝尼特斯就开始强调
翻译的重要性：“赛前一般要跟球队
有15分钟讲话，这时你就得考虑因
为还需要翻译，所以要在更短时间
内表达清楚。讲战术时有时球员并
不能特别明白，就还得讲得特别具
体，同时还得想清楚怎么说能让翻
译准确无误地将信息传递给球员。”

贝尼特斯表示，自己现在的翻
译很不错，非常明白他要表达什么，

但他也掌握了“保护”“简单”等几个
他常用的“关键词”的中文说法。有
时翻译不在，他就得自己出马。另
外，随着一些在西班牙训练了四五
年的小球员回国，贝尼特斯可以和
这些球员用西班牙语对话，而他们
也可以充当翻译，把教练说的话翻
译给其他球员听。

贝尼特斯的意大利语、英语也
很在行，甚至还能说一些法语。但
是，中文显然更难驾驭。他表示，在
中超感觉除了一个外教可以说中
文，其余外教都必须依仗翻译，因此

“翻译至关重要”。

贝尼特斯：在中国执教翻译太重要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中
国家庭帆船赛总决赛近日在海口假
日海滩落幕，来自全国12个城市100
个家庭的约300余名选手参赛。

经过三天比赛，兰信哲、李宁、梁理
论家庭分获Hobie Getaway金组前
三名，祁凯、韩晓强、姚发远家庭分获
Hobie T2金组前三名。邓人铚、庄王
辛、纪建平家庭分获Hobie Getaway
银组前三名，张金阳、冯凡、孙晓峰家庭
分获Hobie T2银组前三名。

兰信哲家庭已连续两年参加中国

家庭帆船赛总决赛。去年总决赛中，兰
信哲家庭荣获Hobie T2组冠军。“这
个赛事十分有趣，所以我又来了。”兰信
哲坦言，今年比赛过程中，他看到了每
个参赛家庭的成长、技术水平的进步。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秘书
长傅丹青说：“中国家庭帆船赛自去
年9月开创以来，我们用一年两个月
的时间走过了14座城市、22站，我
们从零开始到现在有几百甚至上千
个家庭参赛，这是我们创办之初无法
想象的。”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海南
高尔夫球公开赛巡回推广赛北京站和
越南站的比赛近日收杆，最终，3名球手
赢得了参加2019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
暨国际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的入场券。

北京站的比赛在京都颐和城球
会举行，吸引了近100名高尔夫球友
参加。最终，王志以77杆加冕北京站
男子总杆冠军，赵秋华以80杆成为女
子总杆冠军。越南站的比赛在胡志
明市新山一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本站
比赛吸引了120名越南球手参加。
最终，越南的吴安明以75杆的成绩夺
冠。这两站的3名冠军球手获得了参
加2019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暨国际
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的资格。

赛后，吴安明说：“能夺得冠军我感
到非常开心，越南至海口的直飞航线已
经开通，我想要坐上这班飞机，参加海南
公开赛业余赛。希望能在比赛之余，好
好享受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椰风海韵。”

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少雷表示，从去年开始，海南公开赛
的足迹就遍布世界各地，今年走进了
马来西亚、日本，并再次来到越南。

由中国高球协会、海南省旅文厅
主办的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迄今已
创办11周年。海南公开赛以赛事为
契机，将海南优质的高尔夫资源、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推介到海外，吸引国
内外游客来琼，拉动旅游消费增长，助
力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海南高球公开赛巡回推广赛北京站、越南站收杆

国内外3名球手晋级

中国家庭帆船赛总决赛海口落幕

11月19日，在2019-2020赛季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CBA）常规赛第七轮比赛中，广东东
莞银行队主场128：127险胜新疆伊力特队。

图为新疆伊力特队球员周琦（中）在比赛中传
球。 新华社发

CBA常规赛

广东队一分险胜新疆队

11月19日，在2019-2020赛季中国女排超
级联赛第一阶段B组第五轮比赛中，天津渤海银
行队以3：0战胜河南银鸽投资队。

图为天津渤海银行队球员朱婷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女排超级联赛

天津队3:0胜河南队

海南岛皮划艇巡回赛
（定安站）开赛

本报定城11月19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陈春羽）11月19日，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环海
南岛皮划艇巡回赛（定安站）在定安南丽湖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

比赛分为男、女单艇及男女混搭双人艇两个
项目，其中，男女混搭双人艇项目由参赛选手自由
组队。

据了解，本届巡回赛继海口、定安站后，还将
进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站的比赛。比赛将持
续至27日，各参赛队伍在六站比赛过后，以总成
绩决出最终的冠军。

11月19日，在福建莆田进行的2019年国际
射联步手枪世界杯总决赛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
势决赛中，中国选手裴蕊娇以457.4环的成绩获
得亚军。 新华社发

国际射联步手枪世界杯总决赛鸣枪

裴蕊娇获步枪三姿亚军
大足国际锦标赛

中国U22队0：1负
朝鲜U22队

11月 19日，在重庆举行
的2019CFA中国之队“大足
石刻杯”国际足球锦标赛中，
中国U22国家男子足球队0：
1不敌朝鲜U22国家男子足
球队。最终，中国U22国家男
子足球队以一胜两负的战绩
结束了本次比赛。

图为中国队球员胡靖航
（右）与朝鲜队球员姜国哲在
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斯科拉里 奥拉罗尤

世预赛
亚洲区A组战报

（19日）
叙利亚1：0菲律宾

李铁

注：叙利亚多赛一场，
领先中国队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