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伟哲去了谢菲联，冯峰回了广州，李

刚受伤。 现在各年龄段球队训练的确是个问

题。”说起成都市足协的青少年教练，市足协

青少部主任刘刚就忍不住摇头。 为了缓解缺

少教练的压力， 成都市足协将今年才从葡萄

牙接受了培训的徐建业升级为总教练， 这样

他就能比较方便地观看和统筹成都4个年龄

段球队的训练。“我们一个教练员的编制都没

有，根本留不住好的教练员。”成都市足球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辜建明透露说。

天才需要伯乐发掘

目前， 成都市足协拥有U 19、U 17、U 15和

U 13四支青少年球队，每支球队队员都在20人

以上。 这90多名队员依靠着成都市体工队的

60名球员编制生活。 而因为没有教练员的编

制， 教练员一年的工资支出对成都市足协来

说就是一笔巨款。“现在平均每个教练的月薪

在6000左右， 一年光教练的工资开支就要60

来万。”刘刚透露说。说起教练员，他甚至不惜

自揭“家丑”，“我们即使拖欠足协工作人员

的工资，也不拖欠教练员的。这些青少年教练

真的很不容易。”刘刚表示，即使这样也很难

留住好的青少年教练。“青少年教练的辛苦程

度一点不比职业教练低，要管理队员、带队员

训练、还要负责保姆的工作、连学习都要管。

我们也没有编制给别人，他们随便去一家职业

俱乐部当个助理教练或是梯队教练，收入都比

现在高。”所以每名教练离开，刘刚都只能默默

叹息，“辜主任每次都让尽量挽留，但我们没有

编制给别人，也就没有约束性。”

因为教练员的短缺， 成都U 15和U 13队甚

至同时用一个守门员教练，“有时候我还得专

门去练门将， 崔指导还要去带其他队。” 成都

U 15队主教练李刚透露。 教练员的短缺也是辜

建明计划的进一步扩大校园足球规模的痛楚，

“现在一些区县已经成立了足协， 他们也希望

我们能提供教练员，但我们没有教练员能派得

出来。” 曾经当过主教练的辜建明很清楚教练

员的重要性，“一名优秀的球员不是那么简单

的事情，要有好的头脑、好的身体力量、好的协

调性、好的速度……涵盖了太多东西。我一直

坚持，天才球员不是靠练出来的，天才靠的是

天赋，先有天赋才是训练。而要发掘这些天才，

就需要好的伯乐。”辜建明评价说。

教练离开多属无奈

张伟哲在球员时代并不是全兴队的主力球

员，但当上教练后，张伟哲却展现出了在青少年

培养上的独到之处。由他执教的成都1989- 1990

年龄段的球队，当时队中只有20来名球员，现在

一大半都在中超、中甲效力。正是看中他培养青

年队员的能力，成都市足协将1997- 1998年龄段

球队交给他负责。不过，执教不到一年，他就了到

谢菲联担任助理教练。“饶了我吧， 我总要生活

嘛。”每当说起带青少年球队，张伟哲就这样说

道。李胜目前执教U 19队，用他的话说，“如果

不是家在成都，舍不得离开家庭，早就离开了。”

“现在很多学校在聘请教练员，如果勤奋、

辛苦一点， 多带几所学校球队的收入都比带

成都市队高。”李刚透露。与成都一起成为足

球试点城市的广州， 目前被认为教练员最丰

富， 而他们也是试点城市中一直保留了体校

配置的足协。 武汉市一直保留着20多名教练

员的编制，在进入试点城市后，武汉市政府还

以购买服务的方式， 又提供了30名教练员的

专项经费。

成都商报记者 张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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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邮政局员工 撑起成都足球一片天

成都U15足球队教练李刚讲述带娃娃训练的苦与乐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张龑

成都足球现状调查 (一)

晚上， 李刚是成都市邮政局

的一名上夜班的普通员工；白天，

李刚是成都U 15队的主教练、成

都市球迷协会小球员培训点的一

名教练。 毫无关联的工作在李刚

身上完美交织了23年。这些年，因

为对足球的热爱，40多岁的李刚

至今未婚；这些年，训练标志从最

初的砖头变成现在的标志筒；这

些年， 他的弟子有的已经成为青

少年教练， 有的还在职业赛场上

驰骋。 让李刚自豪的不是家中无

数的奖杯， 而是他教过的球员散

布于现在成都各年龄段足球队。

“写我，真没什么意思。你多写写

成都足球吧。” 这是李刚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开始和结尾重

复的话， 这就是一名成都基层教

练的真实写照。

昨天凌晨，2011- 2012赛季欧冠1/8决赛

全部结束。在最晚结束的两场比赛中，主场作

战的拜仁慕尼黑与马拉加双双晋级成功，占

据了欧冠八强的最后2个席位。其余6席为：皇

家马德里、多特蒙德、尤文图斯、巴黎圣日耳

曼、巴塞罗那、加拉塔萨雷。英超则18年来首

次没有球队打进欧冠八强。随着欧冠1/8决赛

的落幕，欧冠1/4决赛抽签仪式将会于北京时

间今日19点在欧足联总部瑞士尼翁举行。

巴萨球迷最希望碰皇马

今晚的抽签， 进入欧冠8强的球队将会

采取打乱顺序的混抽形式，同国家、同小组球

队皆不回避。这也意味着，像皇马V S巴萨的世

纪大战、拜仁和多特蒙德的德甲内战，完全有

可能在1/4决赛时提前上演。另外，与欧冠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半决赛抽签。

7个潜在对手中， 巴萨球迷最希望抽到

谁？《世界体育报》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显

示， 巴萨球迷最希望抽到死敌皇马， 皇马的

“支持率”高达37% 。皇马和巴萨的对决，是当

今足坛最具震撼力的焦点大战。 欧洲著名的

博彩公司Bw in开出的夺冠赔率中， 巴萨高居

第一，皇马名列第二。本赛季皇马和巴萨已经

有过6次交锋，西超杯两场、西甲联赛两场、国

王杯两回合， 皇马3胜2平1负开始压制巴萨，

巴萨已经没了前几个赛季的强势。 巴萨球迷

们希望能够抽到皇马， 并争取在欧冠中完成

对死敌的复仇。

而巴萨球迷最不想碰到的对手， 则是拜

仁慕尼黑。选择拜仁的球迷只有3% 。一来拜仁

具有相当强大的整体实力， 二来瓜迪奥拉即

将成为拜仁主帅， 巴萨球迷已经把拜仁看成

了半个主队。 多特蒙德和尤文图斯的 “支持

率”均为4% ，前者本赛季把皇马压制得够惨，

后者近年来一直表现非常稳定， 巴萨球迷也

不希望遇上这两支球队。

皇马球迷竟被朋友杀死

但让人悲伤的是， 一位伊拉克的巴萨球

迷已经通过杀人的血腥方式完成了对皇马球

迷的“复仇”。

据巴格达当地的报纸《A l�Z am an》报道，

这起杀人案发生在巴格达南部的一个叫迈达

的城市， 时间是当地时间周一。 据称事发当

时，两名球迷在一家游戏机厅内发生了争吵，

并因此斗殴。 刚开始事情还在可以控制的范

围之内，但那名巴萨球迷突然掏出刀子，捅了

皇马球迷数刀，并将他当众斩首。在场的目击

者随后抓住了这位凶手，并立即报警。警察闻

讯赶来，将凶手逮捕归案。

《A rab�T oday》随后披露了更加令人不

寒而栗的细节， 那就是凶手与受害者竟然是

朋友！ 一名伊拉克内政部人士将这些消息告

诉了这家媒体：“周一晚在一家游戏机厅内发

生了一场斗殴，斗殴双方互为朋友，其中一个

支持的是巴萨，另一个支持的是皇马。”遇害

者的尸体已经被送到法医部门尸检。

《A l�Z am an》还透露，这并不是伊拉克境

内发生的第一起巴萨球迷和皇马球迷的争

执。去年4月(

可推测是皇马在诺坎普球场

2

比

1

击败巴塞罗那的那天

)， 在卡尔巴拉的一家咖

啡屋内就发生了一起械斗，多名球迷受伤。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

走进成都市足协办公区，很显要的位置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足球试点城市”。这是对成都足球的一种肯定，离不开成都足球人数年

的努力。然而，光鲜牌子的背后却是成都足球的尴尬，其中之一就是青少年教练力量无法想像的薄弱。

说起带过的队员，李刚有欣慰也有失望

和伤心。“我小时候跟到李教练学了不少东

西，他真的是个好教练。”现重庆力帆主力队

员张池明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张池明那批

1989- 1990年龄段的球员中， 李刚一度非常

看好能出一批职业球员，但现在仍在职业队

的只有张池明和今年加盟成都谢菲联队的

杨问峰。“王昕轲有点可惜了，那时速度好快

哦。他们那批队员不错，当时我们在成都最

大的对手就是成华，彭欣力他们的队。”李刚

回忆说。他与王昕轲的又一次相会已经是去

年暑假。 作为中国足协重点培养的青年教

练， 王昕轲暑假回成都足协帮忙做一些工

作， 正好被安排协助李刚带一带当时的U 13

队训练，“李教练真是好人啊，小时候对我们

好得很。”王昕轲这样评价说，他能清楚记得

2002年跟随李刚训练的日子，“那时候训练

费用好像是50元/月。”

23年一直在基层带9- 13岁的孩子，李刚对

成都球员的变迁也有自己的体会，“他们都说

我和蔼，但我凶起来一样要打人，还是恨铁不

成钢啊。现在的娃娃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吃

苦精神不够，胆量也小。像现在带的这个队，有

时候看到他们比赛，真的想冲上去打人，有些

队员看到球来了居然还在躲， 这哪里是在踢

球！”李刚说，自己最伤心的是看好的苗子不

练了。“上次有个2002年出生的娃娃， 父亲是

运动队的，身体素质之好，他脱衣服，我一看就

是踢球的好材料，练了没多长时间就不来了。

搞足球的都知道，天才队员不是练出来的，而是

需要极高的天赋，这是天生的。其实成都有不少

这样的队员，但都因为父母不愿意孩子踢足球，

尤其到初中以后就读书了，再不练了，看着这些

娃娃不练足球，那是真的伤心啊。”

祖籍山东的李刚个子不高，但不妨碍他对

足球的热爱。1982年，他进入成都市体工队，最

终没有成为一名专业足球运动员。1990年，已

经进入市邮政局工作的李刚，开始利用业余时

间跟着自己的老教练、成都足球元老级人物王

凤珠一起带青少年球员训练。

“我一边在邮政局上班，一边带训练。最

该感谢的还是邮政局的领导， 这么多年一直

对我比较照顾，现在把我调为上夜班，上一天

夜班就可以休息3天。还得感谢我有邮政局这

份固定的工作，如果纯粹带娃娃训练，可能连

生活都成问题。”李刚介绍着自己如何调整两

种不同的身份，“现在带U 15的队伍了， 培训

点那边还有12个娃娃， 都是朋友介绍来让我

带的，所以每周二、四、六就特别忙，先在棠外

带U 15的队伍训练， 完了把车开到地铁站，坐

地铁赶到华西医大的球场带培训点的娃娃。”

李刚经过多次的计算得出结论：“地铁时间比

较固定，正常情况下35分钟可以赶到。”

说起培训点，李刚想到1995年左右的情

景脸上就挂着笑容，“那时候好壮观哦，培

训点100多个孩子分几个区域训练， 场地边

上几百个家长围着看，那是真的人山人海”。

现在李刚则轻松太多，“如今培训点只有12

个娃娃，多数都是朋友介绍来的，或者就是

朋友的娃娃。”说到培训点的收费，李刚都有

些不好意思，“现在收一个娃娃120元/月，场

地一个月收我600元。” 按照这个标准下来，

现在的12个孩子，李刚一个月可以收入1440

元， 除去600元场地费用， 一个月只能收入

840元。 用他的话说，“如果算上从双流那边

来回跑的成本，估计连油钱都不够。”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有个正式工作，

要是完全靠当教练，估计早就不干了。我们

最开始带训练的那批教练，现在好多都没有

干了，随便找份工作都比这个钱多。能支撑

下去的，就是对足球的热爱。”基层培训点的

萎缩， 让成都足球的选材范围也在缩小，

“1999- 2000年年龄段队伍组建时， 一度只

有15个队员，除了刘超阳

（川足名将刘斌的

儿子）

进队的时候颠球可以颠全套

（身体头、

胸、手、内、外脚背等部位）

，其他都不行。”

“前几年足球情况确实太糟糕了。”虽

然现在李刚的培训班只有12个队

员， 但李刚却远比前几年要开

心。“我了解过，我们

培训点人少了，但

是其他一些地方

开始多起来了，还

有更多的是学校

参与进来，带培训

班的教练都进了

学校。 以前我们

是求着进学校，别人根本

不理睬我们， 一句话就把你回绝了———

我们的全国第一多了，不差足球。”

李刚最深刻的感受是带成都

1999- 2000年龄段球队参加全国比赛的

变化，“两年前第一次全国比赛只有15支队

报名，去年就变成了40支队，今年已经扩大

到48支队。足球明显在升温，各地都高度重

视了。”李刚在感受到全国足球回暖的同时，

也对成都足球发出了担忧，“现在这个年龄

段，别看我们每次打广东地区的球队差距不

大，但以后那边肯定是最好的。他们的球队

太多了，广东队、广州队还有其他区县都有

球队。而现在我们队想找同年龄球队打比赛

都难找，因为今年初要参加全国联赛，我实

在找不到合适的热身对手，干脆把我们原来

体工队的这群老同志组织起来和球队打比

赛。”李刚很郁闷，“球队2月6号出发，结果4

号我和队员打对抗骨折了，没有去得成。”

成都U 15队是李刚带过的年龄最大的一

批队员，“我也觉得有些吃力，毕竟没有踢过

专业足球。去年我跟冯指导

（冯峰）

学了不少

东西，他在英国待了那么多年。这次徐指导

（徐建业）

从葡萄牙回来也给我讲了很多。”

这支队伍让李刚自豪的是，“球员大部分都

是成都人，4、5个人正常发展的话能进职业

队，刘超阳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欧冠八强产生 1/4决赛今晚抽签

巴萨皇马再战？ 请用脚 别拔刀

阿尔加夫杯中国队第六

经过90分钟鏖战， 中国女足前晚

以0比1遗憾负于世界冠军日本队，最

终获得本届阿尔加夫杯第6名，这也是

中国女足近三年征战阿尔加夫杯的最

好成绩。 美国女足在阿尔加夫杯决赛

中，以2比0击败卫冕冠军德国队，历史

上第九次捧起这一具有“小世界杯”

美誉的赛事的冠军奖杯。

邱季

贝克汉姆下周来京宣传中超

在签约成为“中超形象代言人”

之后， 贝克汉姆将在今年三次到中国

“履行义务”，而其首次来的日期已确

定，据足协相关人士透露，小贝将于本

月20日， 也就是下周三抵达北京。另

外，维多利亚届时可能也会来北京，不

过她不会与贝克汉姆同行， 而是晚几

天到达。 根据行程安排， 贝克汉姆20

日、21日在北京，22日去青岛，23日去

武汉，25日从北京返回巴黎。

邱季

欧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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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 培训点学员从100多个变成12个

伤心 看好的娃娃不踢球了

担忧 成都足球“温度”比其他地方低

张吉龙退选 布拉特震惊

张吉龙退出亚足联主席竞选的

消息不仅令中国足球圈内人士意外，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 国际足联主席布

拉特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非常震惊。

布拉特说：“前不久张吉龙还告

诉我将会参加竞选， 但很快又打电话

跟我说，他不会再参加选举了，并表示

会在私底下告诉我他放弃竞选的原

因，他说在电话里不方便说明。”对于

张吉龙的决定， 布拉特坦言感到很惊

讶：“我很吃惊他放弃亚足联主席的

位置，尽管之前他只是代理，但他的工

作很出色。在哈曼因为涉嫌行贿、受贿

离开后， 亚足联主席的工作并不好

做。”

邱季

第109位

国足FIFA排名创新低

昨日，国际足联

（

FIFA

）

公布了今

年2月份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继上月

排名下降10位后，再度狂跌13位，列世

界第109位、亚洲第13位，这也是国足

有史以来的最差排名。

最近两个月， 国足排名可谓持续

跳水，这是国足自2009年7月排名世界

第108名以后再次刷新最差纪录。国足

最近的一场比赛是在亚预赛对阵沙

特，客场不敌沙特后国足被对手超越，

排在亚洲第13位，世界第109位。

世界球队中，西班牙、德国和阿根

廷队位列前三，英格兰排在第四位，意

大利第五位。其他传统豪强方面，法国

滑落到第17位，巴西则位列第18位。亚

洲球队中，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分列

前三名，其中日本世界排名第26位，伊

朗、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伊拉克、卡塔

尔、阿联酋和朝鲜分别亚洲的第4-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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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拉诺瓦下赛季将留在巴萨

在逆转A C米兰之后，巴萨体育主

管苏比萨雷塔心情大好地接受了

R A C - 1电台的专访。苏比萨雷塔明确

指出， 目前正在养病的比拉诺瓦下赛

季会留在巴萨。 苏比萨雷塔指出巴萨

并不急于收购新中卫， 同时他拒绝谈

判比利亚的未来。

苏比萨雷塔谈及比拉诺瓦时说：

“我没和他谈过， 足球已经说明一切

了。有很多事情，比何时回归更重要。

在确定回归日期时，我会更慎重。因为

如果回来晚了，又会有各种猜测。他现

在很好，心情、体重等等都不错。他能

否赶上1/4决赛？我们说过，我们希望

他月底回来。换帅？下赛季他仍是我们

的主教练，他自己设定日程表。”

同时， 苏比萨雷塔力挺此前备受

争议的副帅罗拉：“我们非常信任他，

没有过任何其他计划。 他承受了巨大

的压力，他表现出了伟大的尊严。”

邱季

巴萨主席涉嫌商业欺诈

西班牙《阿斯报》昨日爆出重磅

消息， 巴萨主席罗塞尔因涉嫌商业欺

诈，已遭到巴西警方起诉。如果罪名成

立， 罗塞尔将面临最多八年的牢狱之

灾。

事情的起因是2008年11月巴西国

家队与葡萄牙国家队的一场友谊赛。

据巴西足协称，为了筹办这场友谊赛，

他们向主办方也就是罗塞尔旗下公司

支付了350万欧元费用。但巴西警方发

现， 这家经纪公司并不具备承办国际

足联A级赛事的资质， 而当初为这家

公司出具资质证明的另一家担保公司

其实也属罗塞尔旗下。

巴西警方已掌握确凿证据， 罗塞

尔通过组织这场友谊赛将40万欧元揣

进了自己腰包。 前巴西足协主席特谢

拉帮助罗塞尔完成了比赛的运作，罗

塞尔后来将27.5万欧元打到了特谢拉

的账上。据相关法律人士分析，如果罗

塞尔商业欺诈罪名成立， 或将面临八

年的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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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无编制留不住好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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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佳球出炉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马拉加昂首进八强 新华社发

上月初陪队员打对抗，李刚骨折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