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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戌源空降

杜兆才留守

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出任中国足协换届筹备组组长，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昨天上午召开的中国足协执委扩大会议
上获得这一消息。这
“靴子落地”
的官宣，
意味着中国足协乃至中国足球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预测
陈戌源当选足协主席几成定局

陈戌源（资料图）

人物简介
陈戌源，1973 年 11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硕士学位。
1997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工商管理
硕士研究生班，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港驳船公
司团委副书记，
上海港务局团委副书记、
书记，
上
海港宝山集装箱装卸公司经理，
上海港务局副局
长兼上海港集装箱综合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
副书记，
上海港务局副局长兼上海港集装箱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
副总裁兼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等职。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会议在北京东四环外的足协新址举行，由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主持。除了上述消息，体育
总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杨宁同时宣布，协会现任常
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专职执委林晓华已分赴体
育总局系统单位信息中心、奥体中心担任领导。
本周一，有关张剑、林晓华即将离开中国足协
工作岗位，并分赴体育总局系统内信息中心、奥体
中心担任领导的消息从不同信息渠道传出。关于
“中国足协即将落实换届选举”的信号被释放得格
外 强 烈 。 据 了 解 ，现 任 上 港 集 团 董 事 长 陈 戌 源 当
晚 就 由 上 港 飞 赴 北 京 ，由 此 外 界 也 不 约 而 同 地 猜
测，陈戌源很可能将当选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
据了解，张剑、林晓华已于本周中正式履新并前
往新单位报到。其中，张剑担任信息中心主任、林晓
华担任奥体中心党委书记。根据《中国足协章程》，
两人目前仍分别具有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专职执
委的身份，他们离开足协工作岗位，也需经过换届改
选程序。不过两人的工作变动显然与陈戌源的到来
有所联系。在陈戌源担任“筹备组”负责人后，他可
能已经开始扮演或正在逐步扮演主持中国足协工作
“一把手”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前篮球国手姚明、前
乒乓球世界冠军刘国梁在当选中国篮协、中国乒协
主席前，也都分别担任各自项目协会换届工作筹备
组组长，因此陈戌源作为主要候选人当选中国足协
新任主席在各界看来已成定局，只不过根据《中国足
协章程》，任何人当选协会主席，都必须经过严格的
“换届程序”。

联理事会理事，他的当选为接下来中国足球争取外
部支持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中国足协面临新的人事变动，但杜兆才不
出意外仍将继续在中国足协“党务”及“外事”等重大
工作中扮演重要负责人角色。

分析
“局外人”更有利于去“行政化”
现年 63 岁的陈戌源直到 2013 赛季上港冲超至
今，与足球的结缘还不足 6 年，因此一旦他当选中
国足协主席难免引发外界有关“外行”的疑问。但
也恰恰在过去近 6 年时间里，上港从“中超升班马”
角色起步循序渐进，直至去年打破恒大对中超冠军
长达 7 年的垄断，加冕国内顶级职业联赛“新王”。
随后，上港俱乐部为支持国家足球发展，不惜牺牲
自身竞争利益，将上赛季中超最佳射手武磊送到西
甲。可以说，在投资职业足球和服从中国足球发展
大局的问题上，上港格外注重对行业规律的把握，
而上港俱乐部的成功离不开陈戌源个人的鼎力支
持，这恐怕也是他脱颖而出成为足协主席终极候选
人的重要内因。
此外，尽管陈戌源与在体坛成就辉煌业绩的姚
明、刘国梁相比，更似体育领域的“局外人”，但从他
杜兆才（资料图）

官宣
总局副局长杜兆才继续留任足协
杨宁在会上还宣布了另一个消息，国家体育总
局副局长杜兆才将继续担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
杜兆才在此前足球工作中也取得了不俗业绩，
无论在“狠抓青少年足球”还是“打通外事渠道为中
国足球争夺外事话语权”方面都成绩
斐然。在今年 4 月的亚足联改选中，
杜兆才“完胜”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
从而代表亚足联当选新周期国际足

出任筹备组组长来看，中国足协的内部机构调整，特
别是领导层重要人选的选举，在形式上与此前篮协、
乒协的“改革”极为相近。由此不难看出，陈戌源作
为一位曾经的体育行业管理层局外人“登场”或许也
符合“足改”对“去行政化”要求。
外界也由此评价，中国足球从来不乏“外行”，但
如果“外行”能够在重大决策和行业规律把握上给出
正确的选项，如果作为管理者能够把专业资源整合
到位、将专业人士用到位，那么依然可以达到良好的
效果。

利好
足代会筹备工作终于正式启动
随着“筹备小组”成立以及小组成员入位，中国
足 协 第 11 届 会 员 大 会 的 召 开 也 不 再 是 遥 遥 无 期 。
此前有消息显示，此次足代会有望于 6 月下旬也就
是中国队参加完当月两场国际热身赛后召开。但
据了解，实际的会期要远远晚于传闻提及的会期，
甚至可能到中超赛季结束后。这是因为筹备组成
立后，需要落实的具体工作还有很多。由于换届选
举涉及的人事调整范围广、人员多，筹备组也需要
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各项工作。筹备组包
括陈戌源作为“新人”也需要下到涉及协会的各个
领域调研、了解情况，甚至不排除与相关的人员逐
一沟通的可能性。
在 24 日的会议上，中国足协换届筹备组表示，
换届工作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一是以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
则建立新的足协机构，明确职能定位。吸收足球、
经营、法律、媒体等各方面人士加入足协，体现广泛
代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要以这次换届为契
机，推动深化改革，建立完善充满活力的足球体制
机制，强化作风建设，树立足协新形象。三是严格
按照《中国足协章程》，依法合规做好换届工作。
无论如何，中国足协的换届工作势在必行。陈
戌源的到来，标志着中国足协在自身改革过程中正
尝试一种新的改革模式，由此带来的协会大幅度工
作内容调整、人事变动也在所难
免。包括球迷在内的各界对这
样一种尝试，感觉既充满不确定
性，又格外期待。
文/本报记者 肖赧
统筹/杜锐 供图/视觉中国

里皮归来：
开启一次难度更大的冒险
那个抽着雪茄、
在海边沐浴阳光的意大利老头马塞
洛·里皮回到了熟悉的中国队主教练岗位上。就在召开
内部会议确认协会高层人事变动之后，
中国足协于昨天
中午通过官方渠道，
宣布里皮正式出任中国男足主帅。

为时下能“HOLD”住国足的唯一人选回归，这样的选
择至少不是盲目的。

为什么是里皮

外界披露的信息显示，里皮团队在国足上一执教
周期的年薪高达 2000 万欧元。虽然对于本次合作涉
及的薪酬数额目前没有公开数据，但里皮迅速接受邀
请，
显然相关条件也已经达到令他满意的标准。
熟悉里皮的人，包括与里皮有过合作经历的足球
界人士都很清楚，里皮作为一位曾经率队获得世界杯
冠军的金牌教头格外注重执教权威。这一点从他当初
拒绝恒大高层进入球队更衣室、不容干涉其工作团队
人选就不难作出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让里皮回心
转意的恐怕不止“令人无法抗拒”的薪酬待遇，应该还
有其在执教方面绝对权威的保障。
里皮能走
“回头路”
或许还与难以割舍的
“中国足球
情缘”
不无关系。从 2012 年夏初开始，
7 年时间里足以
让里皮深入了解中国足球、
中国文化甚至错综复杂的人
情世故、
江湖规矩。
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评价说，
“在
中国工作、生活这么久了，
相信里皮已经习惯在这里的
一切。要知道他在意大利队的累计执教时间也没有超
过 5 年。如果这次他最终重返国足执教岗位，
意味着他
将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

里皮接到邀约并决定二度接手中国队，
这个结果令
人诧异，
却又那么自然。
“诧异”
是因为，
3 个月前率队打完亚洲杯
四分之一决赛与伊朗队的比赛后，
老爷子走得
毅然决然。
“自然”
是因为，
在离开中国队帅位的 3 个
月时间里，
老帅留给中国队
“临时”
主帅卡纳瓦
罗的一份包含几十位国脚人选的“带队建议
书”
以及
“国足顾问”
的身份。或许，
里皮的心
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足球。
按照意大利媒体的说法，
里皮得到了来自
中方的诚意邀请。关于里皮二度接手国足的
签约谈判能够在短短时间内达成共识，
不难判
断这是一次势在必行的合作。
在国足经历中国杯与同洲对手交锋的两
连败后，卡纳瓦罗被证明并不能短期内驾驭
这支新老交替却想冲击世预赛的中国队。至
于克林斯曼、希丁克这些传说中的新帅人选，
或因对国足知之甚少，或无法身兼数职而无
缘接手球队。留给决策者定夺国足主帅人选
的时间、空间都很
“局促”
，
于是里皮重新成为
主要人选完全在情理之中。换言之，里皮作

首钢主帅雅尼斯加盟中国男篮
本报讯（记者 宋翔）中国篮协昨天正式对外宣
布，中国男篮邀请雅尼斯出任助理教练。雅尼斯将
于近期来到国家队履职。另据北青报记者获悉，由
于雅尼斯将无法兼顾北京队的夏训工作，这方面工
作将由助理教练哈里斯负责完成。
中国男篮主教练李楠对于雅尼斯一直比较认可。
当年雅尼斯曾经在中国男篮先后担任过扬纳基斯与宫
鲁鸣两任主教练的助理教练，
雅尼斯主要负责战术训
练，
另外他还兼顾球队的对手分析等方面工作。
雅尼斯已经执教北京首钢队两个赛季，北京队
逐步地完成重建工作，这个赛季他们最后排名为第
五，上赛季为第七。雅尼斯对于年轻球员的锻造以
及对于球队的改造令人印象深刻。
特别是他打造的球队防守质量非同一般。北京
队场均失分是全联盟中最低的球队，也是全联盟中
唯一场均失分在百分以下的球队。虽然这与北京队
比赛节奏慢，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比赛的攻防回合，

可能会导致比分偏低有关，但是北京队的防守质量
在联盟中绝对属于上乘，这点毋庸置疑。而这与雅
尼斯打造球队的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雅尼斯几乎
每次接受采访时，
都会最先提到球队的防守。
而防守正是李楠打造这支中国男篮的重中之重。
由于雅尼斯将无法兼顾北京队的夏训工作，这
方面工作将由助理教练哈里斯负责完成。哈里斯在
过去两年内一直担任雅尼斯的助理教练，在这个赛
季当雅尼斯被停赛时，担任球队的执行教练。哈里
斯对于北京队球员特点、训练等方面都很了解。

直播导视
苏迪曼杯羽毛球赛半决赛：
11:00 中国 VS 泰国
（CCTV-5）
18:00 日本 VS 印尼
（CCTV-5）
（具体直播时间及场次以最新电视预告为准）

里皮因何回归

里皮能带来什么
尽管中国队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到令人
“错愕”
的程

度，
但执教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为了配合里皮，
中国
足协允许原恒大俱乐部管理层代表康冰进入国足管理
团队，包括后勤服务保障团队的成员无一例外都是里
皮曾经格外信赖的。随着里皮回归，这些熟悉的面孔
不出意外都会重新出现在中国队内。他们聚在一起，
在各个岗位上迅速上手，这对于国足提升世预赛备战
效率极具现实意义。
但接下来中国队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前景依然不
容乐观。
要知道，
当初决定约满即离开国足帅位之后，
里皮
改变了带队策略。确切地说，
里皮的带队方向由
“从长
远发展国足考虑大量锻造年轻球员”
转向
“重新重用老
将”上来，他作出这个改变情有可原——既然亚洲杯
后，
自己将不再执教国足，
那么他就必须履约完成率队
跻身亚洲杯八强的任务，他也要竭力避免在执教收官
阶段晚节不保、颜面扫地。
事实证明，
里皮没有爽约。但也恰恰因为带队方向
转移，
里皮的执教后期多少显现出
“功利”
的意味。没怎
么培养新人的中国队在里皮
“一走一回”
之间耗费了至
少半年。这损失的半年对一支意图冲击世界杯的球队
来说何等宝贵？
71 岁的里皮依旧精神矍铄，但对于中国足球和中
国队的现状，相信他的认识深度不亚于其他任何人。
里皮对于二度执教远高于首次执教的难度，显然已有
了充分心理预期。
能够以
“里皮归位”
开启卡塔尔世预赛之旅，
中国队
或许在方向上不会走偏，
只是冲击世界杯的成败结果从
来不以
“教练人选”
为转移。
文/本报记者 肖赧 供图/视觉中国

法网单打签表出炉 中国金花首轮相遇
本报讯（记者 褚鹏）2019 年法网昨天公布男女
单打签表。德约科维奇、纳达尔以及阔别法网 4 年的
费德勒，仍是年度第二项大满贯的最大看点。女单方
面，
新晋世界第一大坂直美需要在法网夺冠，
来确保自
己的第一头衔。中国金花排名第一的王蔷，将在首轮
与郑赛赛展开
“中国德比”
。
随着 18 岁“小花”王曦雨在法网资格赛第二轮遭
英国选手斯旺逆转淘汰，参加本届法网女单资格赛的
中国选手全军覆没。直接入围正赛的 5 人中，排名最
高的王蔷将与郑赛赛在首轮相遇。
此前，彭帅、刘方舟与逯佳境首轮即遭淘汰，随后
徐诗霖、张凯琳先后落败，
女单资格赛中国选手无人突
围。男单方面同样无人晋级正赛。王蔷、张帅、郑赛
赛、王雅繁和朱琳五朵中国
“金花”
，
凭借各自排名直接
获得正赛席位。
王蔷虽然排名中国女单第一，但红土成绩平平。
此前她和郑赛赛有过 5 次交手，3 胜 2 负稍占上风。王

蔷今年红土赛季保持全勤，连续 5 周参赛，不过仅取得
3 胜 5 负的成绩，
仅在布拉格打进了八强。郑赛赛今年
红土表现可圈可点，在安宁 125K 再度夺冠，在马德里
则是连胜两场打进了 16 强。
排名第 57 位的小将王雅繁将挑战排名第 38 位的
万卓索娃。朱琳的对手将是名将贝古。张帅将遭遇资
格赛选手，
不过张帅在今年红土赛季发挥不错，
在昆明
站 125K 打进决赛，但在马德里、罗马和斯特拉斯堡连
续三站“一轮游”。张帅如果能终结连败，第二轮对手
将是格尔格斯或卡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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