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发自广州

医生提醒

曾任温格助手 发掘过德罗巴

佩林其人

合同签3年 年薪不及卡马乔的1/3

� � � � 在近两天， 国足选帅的候选人已经透

露出范围，据悉这是名法国籍主帅，对亚洲

足球比较了解， 还有消息称此人中文译名

是两个字。对于这些消息，已有多名人选浮

出水面，包括前卡塔尔主帅勒尚特雷、前里

昂名帅勒冈等， 但最终国足新帅敲定了阿

兰·佩林。对此，央视记者向中国足协选帅

小组相关人士核实， 对方表示相关程序正

在推进中， 会在合适时间举办正式新闻发

布会。

据新浪体育报道，佩林将与中国足协签

订3年合同，年薪不超过100万美元（约合610

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卡马乔280万欧元的年

薪（约385万美元）的零头。这份薪水，让人

们一下子回到了杜伊科维奇的时代。 当年，

塞尔维亚人的年薪是60万美元，算上通货膨

胀，佩林的工资可以说和杜伊差不多。说到

钱， 虽说今年足协没有了万达的重金相助，

可平安冠名中超的4年6亿人民币， 加之同

洲、燕京等其他赞助商的签约，今年的足协

的收入可以说是不降反增。至于为什么在国

足选帅上如此厉行节约，似乎只能用“厉行

节约”来做理由了。如无意外，佩林将率领中

国男足征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曝佩林拟定执教计划打动选帅组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调查到，佩林属于法

国弗雷德里克经纪公司，该公司旗下拥有12

名球员和包括佩林在内的2名教练。 有趣的

是，12名球员中8名都已经退役，其他四人都

在法甲效力，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34岁的里

昂中场马尔布兰克， 基本也属于半退役阶

段。2名教练中佩林刚刚找到工作，还有一名

教练目前执教法甲特鲁瓦。也就是说在昨天

之前， 这个公司旗下14人中9人都处于足球

生涯的无业状态。

昨天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致电弗

雷德里克经纪公司，大多都被直接挂断。其

中一次接通后， 一名男性接线员以不会英

文为由拒绝了采访。如此“职业”的团队是

如何打动国足选帅组的呢？ 据国际在线网

消息， 佩林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这份合同

是因为他为国足拟定了一份完整的执教计

划，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选帅组。他也成为

了国足选帅组欧洲行结束后的惟一一位法

国籍候选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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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副主席于洪臣昨日确认国足选帅锁定阿兰·佩林

昨天上午，中国男足国家队主帅人选曝出重大进展。新

浪体育披露称，57岁的法国人阿兰·佩林将成为中国国家男

足新帅。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与足协副主席于洪臣

昨天一同赴广州黄埔体育中心慰问正备战阿尔加夫杯的中

国女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于洪臣确认国足主帅已经敲

定，法国籍教练阿兰·佩林将执掌国足，今日佩林将抵达清

远基地与国足球员见面。昨日下午5时55分，中国足协新闻

办官方微博发微博表示，“国足选帅工作正加紧进行， 中国

足协正在按既定程序推进选帅工作， 并将最终结果及时对

外发布。”

佩林

1956

年

10

月

7

日出生于法国吕

尔，球员生涯效力过南锡和瓦朗热维尔。

1983

年在法国南锡队开始执教生涯，在

温格执教南锡时， 他曾是青年队教练。

1993

年， 佩林在特鲁瓦开始了自己的主

帅生涯，并率队冲上法甲。在执教特鲁瓦

十年后， 佩林被法甲豪门马赛相中，于

2002

年上任，

2003

年他从甘冈签下了德

罗巴， 但在

2004

年初因战绩不佳下课。

2004

年

7

月， 佩林第一次接触亚洲足球，

他成为阿联酋豪门阿尔艾因队主帅，但

仅仅

3

个月后便被炒了鱿鱼。之后佩林重

回欧洲， 在先后执教英超朴茨茅斯和法

甲的索肖之后，

2007

年，佩林成为法甲班

霸里昂队主帅，并率队夺得

2007-2008

赛

季法甲冠军和法国杯冠军。

但在夺冠后，佩林便离开里昂，据

法国媒体猜测，里昂与佩林解约的原因

是他和球队主力球员普遍不和。随后佩

林去了圣埃蒂安，率队一年因成绩不佳

又失去了帅位。

2010

年， 佩林再次闯荡

西亚， 成为卡塔尔阿尔科尔队主帅，执

教两年后转投卡塔尔豪门阿尔加拉法，

执教

7

场后再次下课，

2013

年佩林又到

乌姆萨拉尔执教，但仅仅半年后又一次

下课。随后，佩林已经失业

6

个月，一直赋

闲在家。 在德国著名的转会市场网上

有关于佩林的详细技术介绍， 佩林截

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共带队打了

348

场

比赛，其中取胜率是

41%

，打平

23%

，

输掉了

36%

的比赛。 这样的胜率对于

一名教练来说还算可以。 转会市场还

特意提到，佩林喜爱使用

442

阵型。

包括《队报》、《法国足球》在内的法国

主要媒体昨天都报道了佩林成为中国男足主

帅的消息，但报道的篇幅都比较小，援引的也

均为中国国内网站的消息。 大多数法国网友

都对这次中法足球“联姻”的未来不报希望。

一位名为“Brandagoal”的网友吐槽道，“法国

教练在国外都很差， 或许也只有中国才愿意

收留佩林。” 而另一位名为Markovickovic的

网友则表示，“让事实证明这就是个笑话

吧！”不过网友“JC� GAB”给出了他的祝福，

“中国足球想要发展必须请来更多高水平的

球员和教练。希望佩林能在中国取得成功。”

声音

法国球迷:只有中国才愿收留他

2014年成都市体育工作会议昨日上午举

行，成都市体育局局长谭学军着重强调，成都

今年将启动市民体质提升计划， 并透露预计

在今年8月8日举办成都市首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总决赛，具体方案正在制定之中。

今年， 四川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无疑是

成都市体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谭学军在本次

会议工作报告中表示， 力争在十二运会上取

得金牌数、奖牌数和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继续保持运动成绩全省绝对领先的地位，并

争创”体育道德风尚奖”。

而在群众体育方面， 成都市将在今年正

式启动成都市民体质提升计划。 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会有很多新的举措，比如推进市、县

两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建设，完善监测功能，

到时市民就近便可以监测了解自己的身体体

质情况了， 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来选择

适合自己的健身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力争在

2014年将成都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情况评估

标准总体达标率提升至70%。”

谭学军还高兴地向记者透露， 今年将举

办成都市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虽然目前具

体方案还没有出来， 但基本能确定的是此次

运动会参赛项目主要有乒乓球、 羽毛球、游

泳、武术、足球等7项，各项预赛将先在各社区

举行，预计于今年4月份启动，总决赛则将在

今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这天举行。

又讯

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

理中心主办的第17届韩国仁川亚运会射击

选拔赛昨日在广州举行，成都籍运动员刘天

佑、兰兴发挥出色，顺利进入亚运会射击代

表队，同时获得第五十一届射击世界锦标赛

参赛资格。今年32岁的刘天佑曾在2006年多

哈亚运会夺得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两枚

金牌。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鲁能球迷猝死留下3岁半女儿

鲁能俱乐部前往慰问

在前日进行的山东鲁能主场迎战泰国

武里南联队的亚冠比赛中， 让人震惊而悲

痛的意外从天而降。 一名威海球迷在看台

突然晕倒，虽经全力抢救，但最终仍是不治

身亡。昨日，山东鲁能俱乐部前往这名球迷

远在烟台的家中进行了慰问， 并看到了他

年仅3岁半的女儿。

尽管在这名球迷被送到医院以后，曾

进行了长达1个半小时的紧急抢救，但医务

人员最终没能将他从死神的手上给救下

来。 据山东省立医院为他进行急救的李医

生介绍，“在第一次观察时，我们就发现他

出现了瞳孔散大的症状， 初步判断他已经

院外死亡。”

在医院宣布死亡结果后， 这名球迷的

遗体也立即被几名朋友送回了远在威海的

家中。 鲁能俱乐部以副总董健以及工会主

席蒋玉峰等人组成的慰问团队昨日前往威

海， 对死者家属进行慰问。“我们下午3点

过出发，先从济南飞烟台，然后到威海。”

蒋玉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们昨日抵达

威海已经接近晚上6点。为了找到这名球迷

的住所， 他们先是联系上了一名威海本地

的球迷负责人，在这名负责人的带领下，才

来到了这名球迷的家中。“他的家里人情

绪都很差，妻子和女儿脸上的泪就没停过。

女儿才3岁半， 一边哭一边喊着要爸爸，听

得人心酸。”蒋玉峰的语气有些低沉，他表

示，俱乐部目前能做的，也是尽量帮助这名

球迷的家里人办理球迷的后事。

成都今年将举办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遇到昏迷切莫围观”

仅仅一次昏迷为何会造成这名

球迷的死亡？对此，成都商报记者昨

日咨询了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科的医

生，对方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这名

球迷的死因， 必须经过进一步权威

检验后才能有结论。不过，早在此

前，鲁能橙浪球迷协会的会长蒋培

国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曾

表示， 当自己赶到事发现场时发现

当时有很多人围在了这名球迷身

边。对此，这名医生表示，当遇到附近

有人晕倒时， 一定不能集体围上去，要

保证空气流通。“帮助病人平卧， 最好保

证头部略高。然后帮他打开衣领和腰带，保

证呼吸的畅通。而且在这种时候，周围的人

千万不要全都围上去， 围观患者很容易造

成他周围的空气不流通， 直接影响接下来

的治疗。”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发自济南

广州恒大

4

比

2

墨尔本胜利

59’黄博文 36’孔特拉斯

65’迪亚曼蒂 41’布罗克斯汉姆

71’埃尔克森

85’迪亚曼蒂

川崎前锋

1

比

0

贵州人和

30’雷纳托

迪亚曼蒂，

让我们忘记孔卡

@

刘建宏：

孔卡是谁？

看了迪亚曼蒂， 我们不再

想他！

@

马德兴：

恒大4比2，

想起了1982年世界杯预选

赛中国打沙特啊。爽！就一

个字！

@

黄健翔：

一场经典

逆转， 里皮的指挥告诉我

们， 为什么恒大要为他和

他的团队支付那么高的工

资；两个进球，迪亚曼蒂让

我们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里皮指定引进他， 不是为

了黑许老板的钱吃回扣，

而是真对路子马上管用。

搞职业足球， 钱不是万能

的，但没钱，或者没有花钱

的眼光，都是万万不能的。

@9

号李毅大帝

:高手

中的高手———银狐里皮！

@

足球之夜王涛：

恒

大带给人的不是逆转的神

奇， 而是他们在国内乃至

亚洲运作俱乐部的职业和

精准。

@

朱晓雨：

迪亚曼蒂

的远射极具标志性， 除了

远射， 传球虽然没有孔卡

那么细腻，但是简单实用。

至少在夏天之前， 世界杯

是他努力表现的重要原因

之一。

@

吕华：

了不起的恒

大实现了大逆转， 来自星

星的都教授也望尘莫及。

@

切

-

十九画侠

：什

么叫引援？ 什么叫花钱花

在刀刃上？什么叫职业？希

望其它几支学深多点，足

协有恒大五成就好了。

@

翠鸟

claudio

：

这比

赛几个关键词总结： 梦游

+梦幻，迪亚曼蒂区域，里

皮变阵。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据腾讯微博等整理

冰火两重天， 这是广州恒大在2014赛

季亚冠小组赛首战的真实写照。 很少有人

会想到， 贵为卫冕冠军的广州恒大坐镇主

场居然会在上半场0比2落后于被视为鱼腩

的墨尔本胜利；同样很难有人会想到，在极

度不利的情况下，恒大竟然在下半场连扳4

球完成大逆转。 这场比赛可以说一直让中

国球迷处于一种晕乎乎的状态中， 上半场

是被打晕的，下半场是被幸福冲晕的。这场

比赛的跌宕起伏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场休

息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揭秘·风云突变

大胆启用四川全运队球员

里皮变阵全盘皆活

下半场开场前， 当天河体育中心广播员

播报恒大的中场换人决定时， 全场球迷一片

哗然———里皮在上半场0比2落后墨尔本胜利

的情况下竟然用名不见经传的小将廖力生换

下了穆里奇！在球队最需要进攻、最需要进球

的时候， 里皮为何会舍弃穆里奇这把最犀利

的快刀呢？很多人都搞不明白，现场甚至有不

少球迷连廖力生是谁都不知道， 他们大声地

相互打听着，并对里皮的换人提出质疑。

其实球迷搞不明白就对了， 如果里皮

的每次换人都能被人看得通透明白， 他也

就不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杯冠军教头了。最

终的事实也证明里皮又下对了一步棋，在

廖力生换下穆里奇后， 恒大的阵型变成了

343，上半场在中场左右两个肋部活动的郜

林、迪亚曼蒂位置前移，与埃尔克森组成三

前锋，而郑智改打中卫，两名边后卫张琳芃

和孙祥移位到中场两个边路， 与黄博文和

廖力生这两名后腰构成全新的中场组合。

妙棋一招全盘活， 里皮的这一变阵让恒大

的进攻在下半场风生水起， 完全改变了上

半场萎靡不振的情况。 迪亚曼蒂的位置提

到右侧禁区线前面， 让他能有更多机会直

接面对球门， 从而展示自己招牌的远射绝

活， 恒大扳平比分的第二个进球正是迪亚

曼蒂个人能力的完美体现， 他在禁区前拿

球后，横向控制了一下便突然转身远射，这

个落叶球直挂墨尔本胜利球门死角， 让门

将科伊连扑救的动作都来不及做出。

恒大反超比分的进球则是让里皮尝到

了大胆启用新人的甜头。 生于1993年的小

将廖力生此前从未有过亚冠出场纪录，他

在去年被交流到四川U20全运队，代表四川

U20队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在场上比分落

后的情况下， 敢于把这样一名完全没有实

战经验的全运年龄段球员派上场委以重

任，恐怕除了里皮外，全世界也没几个教练

能够做到。 而廖力生也用实际行动回报了

里皮的厚爱， 第71分钟他在中场突然送出

一记长传，精准地找到了前场的埃尔克森，

并让后者形成了与后卫一对一的局面，埃

神也没有错过这次机会， 停球转身攻门，3

比2，恒大反超！也难怪在这场比赛之后，很

多球迷都在网上感慨：“里皮如此牛， 佩林

（国足新帅）压力巨大啊！”

揭秘·猎豹被换

里皮说穆里奇身体有问题

也许还与蛮干有关

当赛后球迷退场时， 不少人在津津乐

道地回味这场大逆转的同时， 依然在讨论

着穆里奇被换下那一幕：“如果是为了改打

三前锋的话，那是不是用廖力生换下郜林，

保留穆里奇更好呢？” 甚至还有球迷提出，

是不是此前穆里奇提出转会想法而让他在

里皮那里“失宠”了？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里皮是这样解释

为何会换下穆里奇的：“穆里奇下场是因为

他肌肉有反应，所以才作出了调整。”对于这

次调整，里皮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

我们球队在场上无法支撑四个前锋的踢法，

下半场改为343之后，我们不断给对手施压，

下半场我们拼抢得很凶，完全不给对手任何

的机会，甚至不给对手任何的倒脚机会。”

那么除了穆里奇肌肉有反应这一说法

外，他的被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毕竟从

上半场的比赛看，穆里奇的身体应该没有什

么太大问题。但除了能在中场休息时进入恒

大更衣室的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外，谁也不知

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但从上半场的表现看，

穆里奇的换下是有迹象的———他与迪亚曼

蒂之间虽然有过一些传切配合， 但明显

不如与孔卡那样“水乳交融”，多数时

候在穆里奇拿球时，

他都没有像以往找孔

卡一样将球交给迪亚

曼蒂来组织，而是选择个

人带球强突， 甚至有一次穆里奇

跑到中圈拿球，自行组织进攻，这

是把迪亚曼蒂的活也给干了， 这不能

不给人留下“蛮干和延误战机”的印

象。 而里皮在自己钦点的迪亚曼蒂

首秀时， 当然要给其创造发光、发

热的机会， 那么与迪亚曼蒂还无

法形成默契配合的穆里奇被拿下

也就在情理之中。

从赛后来看， 穆里奇被换

下是全场的一个转折点， 但在

中场休息时恐怕谁也不敢断言

这是绝对正确的。里皮在这一换

人上实际是赌上了自己的名声，

试想，如果这场比赛恒大没能挽

回败局，那么莫名其妙换下穆里

奇多半会成为里皮的一条罪

状。 也许这就名帅与庸帅

之间的区别， 还是

那 句 话 ： 银

狐， 不得

不服！

从落后2球到连扳4球 恒大4比2逆转主场战胜墨尔本胜利

里皮，你导的这出戏太刺激！

有什么样首秀能如迪亚曼蒂一般完

美？两个进球，其中一个堪称世界波，迪亚

曼蒂在广州恒大的正式比赛中用这样的表

现宣告自己来了， 要知道孔卡在恒大的首

秀也只是打进了一个较为幸运的进球而

已， 也难怪央视解说员刘建宏在迪亚曼蒂

梅开二度后都感慨说：“天河之王的王冠

转移到了迪亚曼蒂的头上， 一场比赛就让

我们忘记了孔卡！”

赛前， 成都商报记者在天河体育中心

的“恒大球迷产品形象店”内看到，摆在橱

窗内的几个人形模特身上都被套上了迪亚

曼蒂的23号球衣， 该店出售的普通恒大新

款球衣球迷版售价为349元，加上印字也不

过399元，而这款产品的所谓的“迪亚曼蒂

版”却要价429元，。不过，大多数广州球迷

还是选择了在新买的球衣上印上埃尔克

森、穆里奇等“老队员”的号码。一位购买

埃尔克森球衣的曾先生就表示：“迪亚

曼蒂究竟能不能打出来还不知道，所

以稳妥起见还是选择了埃尔克森。” 而在

天体四周叫卖恒大“山寨球衣”的小摊前，

迪亚曼蒂的23号球衣数量也远不及两位巴

西人和郑智、郜林。

恒大一位球员在前两天与成都商报记

者电话通话时对迪亚曼蒂的性格很是推

崇，“感觉很外向、 很乐观， 虽然才到队不

久，但已经能在训练时和队友们打成一片。

而孔卡在这方面就显得慢热许多。”尽管迅

速消除了和队友之间的距离， 但相互之间

的默契还是不会那么快就形成， 这导致迪

亚曼蒂在上半场的表现远远说不上抢眼。

不过下半场在里皮变阵后， 迪亚曼蒂获得

了更多的拿球机会，和孔卡相比，迪亚曼蒂

虽然在中场调度能力和创造性上不如阿根

廷人，但他在速度、进攻欲望上更为强烈。

下半场为何风云突变？ 里皮为何用小人物换下穆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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