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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今日集结

宫鲁鸣是否挂帅
依然存疑

今天，是篮管中心主任信兰
成口中中国男篮第一批队员集合
的日子，但截至昨晚本报发稿时
为止，中国篮协都仍未确定是否
由宫鲁鸣继续带队。这也就是说，
即使今天中国男篮第一批队员正
式集结，也将面临没有主教练的
尴尬局面。

近日，有关男篮主帅宫鲁鸣在
待遇等问题上与篮协产生争议的
事件持续发酵，据宫鲁鸣透露，自
己在2014年接手男篮时并没有主
动提过个人待遇，也没有签订相关
合同，篮管中心有领导对宫鲁鸣承
诺，已经为他争取了 15 万元的月
薪以及完成任务后的200万奖金。
宫鲁鸣 2015 年拿到合同时，只有
责任、权利和义务，却没有涉及个
人薪酬，自此之后，宫鲁鸣每月只
能拿到一万元的教练补助津贴。去
年亚锦赛率领中国男篮夺冠后，宫
鲁鸣曾向篮协提出兑现之前承诺
的待遇和奖金，但后者始终没有兑
现承诺，理由是宫鲁鸣是国家干
部，拿职业主教练的薪酬违反了相
关规定。这一说法让宫鲁鸣无法接
受，也使得整个国家队备战里约奥
运会的工作被一拖再拖。

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中国
篮协不得不做出反应，前天下午
紧急约见宫鲁鸣，极少接受媒体
采访的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也公
开露面：“我们希望宫指导继续带
奥运会，我们认为宫指导还是最
好的人选。”信兰成还表示，中国
男篮将在 31 日开始集训，“教练
组已经集中了，运动员集中的通
知也已经发了，大名单早就上报
了，3月31日队伍第一批会集合。
希望能在 31 日之前把（与宫鲁
鸣）事情谈好。”而宫鲁鸣在接受
采访时也透露，篮协方面希望他
继续出任中国男篮主教练，双方

“沟通顺畅，气氛融洽”。宫鲁鸣也
重申了他的三点意见：对中国男篮
亚锦赛表现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切
实解决一些高大队员乘飞机出行

“男篮男足，抱头痛哭”，这是三年前中国
两大球的真实写照。那一年男足1比5输给泰
国，刺痛不少球迷，而男篮也在亚锦赛上负于
中华台北队，创造耻辱历史。这两支球队当时
的主帅名叫卡马乔和扬纳基斯。惨败之后，两
位外籍主帅带着惨淡的名声和大把钞票离开，
留下两副烂摊子。宫鲁鸣接下了第一个烂摊
子，结果男篮重回亚洲之巅，而高洪波则从法
国教练佩兰手中接下了一个更烂的摊子，结局
竟是起死回生。

阴差阳错之下，两位土帅成为近期外界

关注的焦点。宫鲁鸣与中国篮协就工作合同
问题产生争议，迟迟未能确定是否前去里约。
而高洪波自上任开始，就被认为只是过渡主
帅，合同也随着预选赛小组赛的结束而到期。
虽然如今看来，高洪波留任征战 12 强赛可能
性很大，但与宫鲁鸣一样，作为一名享有盛誉
的本土名帅，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却并未获
得足够的尊重。

宫鲁鸣曾在男篮亚锦赛夺冠后说：“一
个拿 7000 元月薪的人，管理这么一群百万、
千万富翁，也是件很幸福的事，”相比体制内

的宫鲁鸣，高洪波能够获得的薪水不止这个
数，但与卡马乔甚至佩兰比，却仍然是天壤
之别。

从工作强度和性质上来看，本土教练与外
籍教练并无差别，实际上，两位土帅率队取得
的成绩还要好于洋帅，但在待遇方面他们也许
连洋帅的零头都不到。除去名气、执教水平的
差异等，洋帅和土帅同工同酬合情合理，从薪
水到合同年限、职责范围等细节都应该有明文
可见，以保证教练权益。

早在1996年，宫鲁鸣就已经率领中国男篮

进入奥运会前八，这个成绩直到现在也无人超
越。后来，宫鲁鸣又带过女篮，抓过青训，哪里
缺人就往哪里搬，而且干得不错。高洪波之前
也带过国少队和国家队，对于国家队，两位土
帅都是二进宫，与薪水、名望相比，他们看重的
可能更多是这份难以割舍的事业。但别人跟你
客气，不意味着你就真的能不在乎。如今球迷
对于两位主帅都是各种声援和力挺，足见民心
所向。顺应民意，给两位功勋主帅一份对得起
他们付出的合同，才是对热爱这份事业的人最
大的安慰。

厦门履新：
用轻松训练重建信心

只有一直跟随国足南征北战
的记者才能深切感受到，佩兰的
国足和高洪波的国足完全是两个
样。佩兰在时，国足的气氛总是显
得压抑，尤其是世预赛成绩不尽
如人意那段时间，“最近气压低，
有什么大家多担待。”这是当时国
足工作人员对媒体说的一句大实
话。而在佩兰下课，高洪波临危受
命后，他将自己的第一期集训放
在了厦门。当时在厦门一直跟队
的一位媒体同行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这6天训练最大的感受是，国
足又回到了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之前被“理论出线可能”这朵
愁云笼罩的那支国足变了个样。
高洪波在厦门的这 6 天训练中，
并没有进行什么体能储备和大运
动量的对抗训练，更多是在观察
国脚们的身体状态，每天都只安
排一堂训练课，有时甚至会用整
堂训练课来让球员玩米卢时期就
盛行的“网式足球”。

“就是感觉欢声笑语又回来
了，高洪波这段时间更主要的工
作还是重新凝聚人心。”这位在厦
门跟了 6 天训练的同行说。当时
很多新召入队的国足新人都对媒
体表示，他们感觉国足的气氛很
融洽，大家参与训练的积极性也
很高，没有以往“人在国足，心在
俱乐部”的现象。

在结束了厦门的集训后，球员
都返回各自俱乐部备战联赛，而国
足教练组也没有闲着。区楚良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教练组进行了非常
明确地分工，分头奔赴各个联赛赛
场观看比赛，考察球员们的状态，

“虽然前面中超只有两轮，另外还
有超级杯和亚冠，但教练组还是尽
可能地去看比赛，我去了三个现
场，高指导更是每轮都会全方位
地进行关注。”区楚良透露，这段
时间教练组成员之间的沟通非常
顺畅，通过网络视频、邮件积极交
流，各位教练都会把自己的想法
和建议毫无保留地提供给高洪波
参考。比如最后两场世预赛在门
将位置上用曾诚取代了此前打主
力的王大雷，就是教练组从球员
状态所做出的一个考虑，结果曾
诚在中卡之战最后时刻奋力救险，
不但保住了国足的胜果，还利用这
次扑救为球队创造了反击锁定2
比0胜局的机会。

踏上征程：
用激励法让球员有了紧迫感

3 月份国足重新集结，正式
开始备战最后两场世预赛。高洪
波在球员报到的第一天就把冯潇
霆、郜林、蒿俊闵等些 85 年龄段
球员和张琳芃、任航、吴曦等 89
年龄段的代表叫到一起，告诉他
们，对于他们这些 85-89 年龄段
的球员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争
取进入世界杯的机会，因为到
2022年世界杯时，89年龄段的球
员都已经33岁。

可以说，正是这番话让球员
们都有了紧迫感，对此区楚良表
示：“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只
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
外教相比，高指导这样的本土教
练更了解球员是怎样想的、他们

想要什么、应该怎样去推动他
们。”张琳芃事后也回忆说：“高指
导说，哪怕只有 1%的希望，就不
能放弃。正是这样朴实的话给了
我们莫大的激励。”特别是对卡塔
尔一战，每个场上球员都拿出了
百分之百的拼劲，绝对看不到出
工不出力的现象。

本土教练在沟通方面本身就
比洋帅有着天然的优势，佩兰带
队时，甚至有球员私下都没和他
说过什么话，这有语言的因素，也
有洋帅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原
因。而高洪波上任一个多月以来
的两期集训，他都和每一名国脚
进行过单独谈心，尤其是像赵明
剑、王燊超、尹鸿博、丁海峰等新
人更是受到了特别关注。训练中
高洪波也是全情投入，甚至直接
参加对抗，身体力行地做着表率。
训练场上这种细致，也让不少球
员感觉学到一些新东西。

西安决战：
打破条条框框，做到令行禁止

在西安备战中卡之战时，有
一件事情让成都商报记者印象深
刻。国足3月26日抵达西安后，于
当晚7点半前往陕西省体育场进
行了第一堂训练课。但从3 月27
日起国足突然将每天的训练安排
在中午12点半-13点半进行，当
足协工作人员将日程安排贴在

“中国之队记者群”内时，见多识
广的媒体记者们一片哗然，纷纷
表示这时间安排太诡异了，没见
过一支球队在中午饭点时训练
的，甚至有人戏称这是“陕西第十
九大怪”。按照球员们的一般作息
时间，中午 12 点半是午饭时间，
而13点半则是午休时间，所以中
午训练也让人担心是否会打乱球
员的生物钟。

为什么国足教练组会将 27
日和 28 日这两天的训练安排在
大中午呢？原来抵达西安的第一
天在晚上 7 点半训练后，不少球
员向教练组反映气温比较低，身
体有点冷。区楚良透露，教练组和
国足科研组针对这一情况商讨后
认为，目前西安昼夜温差较大，为
了避免球员连续夜场训练导致感
冒、出现非战斗性减员，以及留给
球员更多的休息和康复时间，最
终决定把赛前两天的训练时间调
整到中午。最近西安中午的气温
一般在 20 度以上，阳光明媚，更
适合训练。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高洪波对球员意见的重视，并且
没有被条条框框所束缚。最终国
足在西安这几天没有球员出现感
冒的情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球
队的战斗力。

而在中卡之战前还有一个细
节值得玩味，国脚们走出下榻酒
店登上大巴前往体育场的过程
中，没有一个人佩戴耳机，这在以
往是很少见的。区楚良揭秘说：

“其实这就是高指导希望球员们
能在大赛前更加专注，所以提出
了这样一个要求。”这只是一个小
事，但从中也能发现高洪波在这
支球队中确实能做到令行禁止，
联想到佩兰时期一位国脚因为没
有获得替补出场机会而提前离场
的那一幕，两位国足主帅在队内
的权威性不言自明。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国足15年来首次晋级亚洲区世预赛最后阶段的比赛，由此掀起的热潮至今未曾消退。除
了“友军”的帮助外，临危受命的高洪波同样功不可没，正所谓“天助自助者”。从2月3日中国
足协发布通告，宣布高洪波出任国足临时主帅到3月29日率队奇迹般晋级12强赛，高洪波用
56天完成了这本来被认为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这56天，高洪波都做了些什么？成都商报记者
通过对国足教练组成员区楚良以及多位常年跟队报道国足的资深媒体人士的采访，试图还原
这56天中一个最真实的高洪波。

合同 土帅心头之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上任56天，还原一个真实的高洪波

“他知道球员想要什么，
该如何推动他们”

高洪波不想干都不行
在足协选择高洪波带队打完最后

两场世预赛时，外界纷纷给高洪波打
上“过渡教练”的标签，甚至认为高洪
波此时接手这个烂摊子实属不智。但
当时曾有圈内人士向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其实很多人都想干这个活，“如果
带队没有出线，那责任大部分都是佩
兰的；如果带队奇迹般出线了，那就不
得了，教练身价绝对暴涨，所以这是一
个有赚无赔，最起码不会有太大损失
的差事。”当然，高洪波选择接手国足
或许根本没有如此功利的想法，在当
初下课时他就对外表示过，过去带国
家队的工作是自己的上半场比赛，如
果有机会希望能把这90分钟踢完。这
次回归国足，高洪波更多是一种“依本
心，求心安”的态度。

在率队晋级12强，完成了一个本
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关于高
洪波是否会带队征战 12 强赛的问题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在赛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高洪波没有给出直接的答
案，只是表示届时将可能是中外教练
联合执教的模式。其实在高洪波现在
声望如日中天之下，他即便不想带队
打12强赛恐怕都不行了，而足协不想
让他带队更不行——一旦换个教练，
表现又不尽如人意，足协等于主动把
自己送到全国球迷的炮口之下，这种
事换你你会干吗？

所以12强赛上，高洪波继续会出
现在国足教练组中没有悬念，而且必然
是主教练的当然人选。即便到时候有外
籍教练加入，也更可能是类似技术顾
问、体能教练的角色，而不会是一个可
以和高洪波平起平坐的洋帅。据成都商
报记者了解，足协的选帅工作确实一直
都在持续进行中，但传说中的普兰德
利、马扎里、桑保利、济科等人不可能心
甘情愿过来给高洪波打下手，这些名帅
对中国足球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如果贸
然请来搞什么“双头制”，那纯属给国足
的12强赛备战添乱。从4月12日12强
赛抽签到比赛开始就只剩下不到5个
月的时间，这时候花巨资给高洪波配一
个可以和他“分庭抗礼”的洋帅完全没
有意义，这点时间洋帅可能连国足球员
都未必能认全，何况届时谁说了算？球
员又该听谁的？

高洪波的另一个优势是他已得到
几乎所有国足球员的拥戴，张琳芃、武
磊、黄博文等人都在赛后力挺高洪波，
张琳芃更是在高度评价高洪波给国足
带来新变化的同时，直接表态希望足
协不要频繁更换主教练。所以现在足
协并没有做什么“多选题”的空间，综
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高洪波也许就
是最优选择。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每天只安排一次
训练，甚至会用整
堂训练课让球员
玩“网式足球”

通过在联赛中的
考察，用曾诚取
代了此前的主力
门将王大雷

用“冲击世界
杯”激励队员，
冯潇霆、张琳
芃等浑身是劲

在西安把训练
安排在中午，
令媒体记者一
片哗然

前往赛场的大
巴上不准戴耳
机？所有队员
乖乖执行

不能坐商务舱的问题；对他个人
的待遇有一个诚恳的“说法”。宫
鲁鸣说：“我争取的实际是中国男
篮未来发展的气氛和环境。”

然而，截至昨晚本报发稿时，
中国篮协方面仍未与宫鲁鸣达成
一致。此外还有消息称，部分国家
队队员报到的时间将被再次推迟。
即使今天中国男篮第一批队员正
式集结，也将面临没有主教练的尴
尬局面。这一切，都注定会影响到
中国男篮备战里约奥运会的计划。
有圈内人士对此表示：“花千万年
薪聘请外教，结果落了个一地鸡
毛；好不容易站出来个自己人，把
烂摊子收拾起来，却又不给人家相
应的待遇。”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记者观察

高洪波

宫鲁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