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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前，红星新闻-成
都商报记者走进了时任国足主帅佩
兰在北京的住所对他进行了专访，
几天后他就和中国足协和平解约；
2019年春节后，红星新闻-成都商
报的特约撰稿人又专访了在亚洲杯
之后刚刚卸任的里皮，这或许是一
种时空上的巧合。两位国足外籍主
帅先后都在接受我们的专访中谈到
了留给中国足球的建言。

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冬日，佩兰
到住所楼下亲自接我上楼。他在北京
的住所是京城老外最多的东直门地
区，这家涉外公寓一个月租金就高达
3.8万（佩兰自掏腰包8000元）。在他北
京的住所里，几乎满眼都是中国元素
的家具和摆件，中国古代皇帝朝服造
型的落地灯、传统古典红木的椅子和
柜子随处可见，他与妻子前往桂林旅
行时照的照片挂满了整面墙。

和世界级名帅里皮相比，如今
只能在法乙榜尾的南锡队打工的佩
兰从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就让我
们“反应不过来”，记得国足宣布请
佩兰的时候，包括专业记者在内所
做的第一件事都是马上上网搜索这
个名字到底是何方神圣。对于佩兰，
我们了解得太少，他本人也非常含
蓄。所以佩兰执教国足期间，他的翻
译都比他有“星味”。

佩兰说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请媒
体来“家访”。也许是出于某种心态，
他急于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对于
下课、对于国足、对于中国足球。在他
的办公桌前，他给国足的建言书手写
了整整两页，虽然他等来的是一纸解
约信。就在被告知下课的这段时间，
他仍在家中伏案工作，亲笔手写他给
国家队发展的建议书，这是他告别中
国足球的一份礼物。当时佩兰甚至向
我透露，他曾主动提出愿意担任中国
足球的发展顾问，继续为中国足球贡
献自己的力量。

佩兰写的建言书，里皮表示自
己“可能收到了”，这份材料可能辗
转于各级足球人士手中，究竟用了
没有、用了多少，没人知道。里皮直
言，自己不会写类似的建言书，“我
相信我留下的‘遗产’所有人都知
道。”他此前秘而不宣的，这次终于
告诉了我们。那是一份长达60人的
大名单，里面包括了中国足球现在
19-21岁一批堪用的年轻球员，这
里面的球员或许会在2022卡塔尔世
预赛发挥自己的作用。里皮不是重
用老将，他一直在为中国足球规划
未来。而佩兰期待中的中国足球顾
问的工作，里皮可能即将上任。

感谢我们的特约撰稿人、效力
于《米兰体育报》的里皮老友里卡利
先生，我们在一年多时间内三次专
访到这位世界级名帅。三次的专访
分别是不同的背景，我们提出了当
时最受中国足球圈关心的几个问
题。第一次是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12强赛被淘汰之后，里皮的
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我能再早
点过来，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而第二次专访是谈续约，在中国备
受尊敬的里皮得意地表示自己倾向
于继续执教国足，他正在国家队开
启青春风暴，考察了多位U23新人。
在里皮的规划中，他已经在为2022
年世界杯储备人才；第三次则是他
离开之后，从青春风暴到再次重用
老将，尽管此前已经决定亚洲杯之
后离任，但是最后一场莫名其妙完
败给伊朗的比赛让他出奇愤怒。

三种情绪，反映了里皮的三种
心境。他从12强赛阴霾中起步，到6
战3胜2平1负险些上演奇迹；从中国
杯连续惨败，到亚洲杯创造近年国
足最好成绩。亚洲前八的战绩将会
让国足在今年9月开始的2022年卡
塔尔世预赛中，能够有一个种子的
排名，这份“遗产”非常之宝贵，也是
里皮给继任者最好的礼物。

里皮离开中国那天，他在广州
机场现场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也拒绝了球迷协会为其组织的送
行。他的身边，只有助教马达洛尼相
伴。不少媒体用“凄凉”来形容他的
告别，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中国足球
并不想和他说再见。

这一次的专访，是亚洲杯之后
里皮第一次开口，他表示只有当自
己情绪平复之后才愿意开口说话。
冷静下来的里皮，对于我们提出的
少数几个最尖锐问题还是给予了回
避或“不建议发表”，但在他可以发
布的言辞之中，还是看得出他的关
切，他的失望，还有他的愤怒。

里皮离开了，希丁克的征程又
即将开始。这两位老人，几乎就是过
去20年中国足球最迷信、最朝思暮
想的名字。现在，很多球迷都在想：
里皮都走了，希丁克能留多久呢？
红星新闻-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给中国足球给中国足球
留下了一份留下了一份
6060人大名单人大名单

特约撰稿 米兰体育报记者
里卡利 发自意大利

策划翻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独 家 专 访 前 国 足 主 帅

里皮：“等到我怒火消了，再静下来跟你
说话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亚洲杯之后专访
里皮，是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和老帅约定了
的事情，因为这可能就是他离开中国的告别
赠言了。即便是在亚洲杯期间，我都一直在
和里皮联系。国足与泰国队的淘汰赛之前，
里皮儿子在米兰家中遇袭，里皮急得整晚没
睡好觉，我在第一时间给里皮送去了问候和
意大利方面的及时消息。对阵伊朗赛前，里
皮也坦言做好了各种结果的准备，我们还预
计将会在中国队亚洲杯之旅结束后的10天
左右，等他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在意大利
见面聊他在中国队工作期间的所有感受。

但一场“莫名其妙”的0比3惨败打乱了
所有的节奏。

三个绝对低级的失误让里皮怒不可遏，
他在更衣室大发雷霆、掀掉了桌上所有的东
西。我从未见过或者听过里皮那么生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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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伊之战赛前据悉您反复强调“杜绝失误”，结果
这场比赛离谱的失误却接二连三。据悉您在中场休息时发
了很大的火，砸了很多东西，您如此愤怒的原因是什么？

里皮：生气，是的！很抱歉，我确实非常气愤。对阵伊
朗的比赛我曾想打一场好球，我们之前准备了很多，球队
也成熟了。但是我意识到了一件事：中国队球员的问题。
很不幸的是，他们对于友谊赛非常不重视，可能只发挥出
了自己20%-30%的实力。而当世预赛等重要比赛时，他们
往往能发挥出超过100%的实力。

事实上，我带领中国队在正式大赛中只输了三场比
赛，一次是对韩国队，另外两次就是输给伊朗队。第一次
输给伊朗时，现场气氛非常“奇怪”，在德黑兰有10万主
场球迷在看比赛。而这一次输球，我在更衣室里非常气
愤，因为那是三次巨大的失误。那场比赛我们开场其实
打得很不错，我们积极主动去拿球，但是因为那三次致
命的失误丢了三个球。那三个失误确实太致命了，至今
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一点个人责任感和
荣誉感都谈不上。

问：这次亚洲杯中国队是所有球队中球员年龄最大
的，为什么不在亚洲杯招进更多的年轻球员呢？

里皮：在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十二强赛被淘汰出局
之后，那些年纪大的球员们觉得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丝
打进世界杯的希望也没有了，导致他们在心理上就有
一些放弃了。所以我跟他们谈话，“现在，我需要给一些
从未打过国际性比赛的年轻球员更多的比赛机会了，
你们再次找到状态和动力再来。”接下来，我开始了年
轻化的实验。

然而，随后经过一系列的比赛，我意识到：中国的年轻球
员们还没有准备好在高水平的比赛中竞争。所以在亚洲杯之
前，我只能再次征召回老队员。他们准备得非常好，比赛成绩
也能证明这一点：五场比赛，我们赢下了三场，输掉的两场对
手都非常强大。然而，最后一场比赛确实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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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现在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持什么
看法？

里皮：我留给了中国队一份丰富的“遗
产”，很多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现在必须起
用他们了，这非常重要。我留下了一份名单，里
面列出了60个19岁到21年的年轻苗子，他们将
会迅速成长起来。我在中国看了上千场比赛，
对于所有俱乐部的年轻球员都很了解。现在，
每支球队都配备有U15、U16、U17和U19队伍。
所以，我继任者的工作将会非常好开展，因为
这棵树已经是果实累累了，对于长期的工作都
是非常有利的。

问：现在关于您将担任中国队顾问的消息
已经传开了，您在中国国家队主帅位置上的继
任者会和你一起工作吗？

里皮：我？等着看吧，你现在什么都可以
说，但是必须是要加上条件的。现在确实有一
些沟通正在进行，让我们等着看什么时候确
定，那时候可能就不用加上这些条件了。

问：在中国7年时间，你感觉自己有点像马
可波罗这样的先驱吗？

里皮：我也不知道……不想改革任何事
情，我只想严肃地工作，而我发现自己的工作
很棒，加上待遇也很好。让我更加高兴的是，我
和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很好。在我的生命中，
我最感到自豪的是：我总是非常有自信，外界
也很尊重我，无论是中国球迷，还是俱乐部都
很尊重我。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国家之一。我在这里待了7年之久，离家很远，
这也是我离开最真实的原因，我不会忘记这些
年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看看是否会有机会以
何种条件继续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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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本来你是有机会成为意大利队的体育主管，但是
最后却来到了中国。

里皮：这就是我人生的故事。意大利足协突然有人想
起了他们曾经在法规中写了一条，如果你有亲属在足协
或者是俱乐部工作，那么你就要避嫌、无法在这里工作
了。突然之间，意大利足协主席和主管们就看到这条他们
此前根本就没关注过的法规。我很遗憾，因为此前我们已
经商量好了一些非常好的计划，我认为那些计划肯定可
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已经不能完成了。

所以，我离开了。我总不可能对我儿子说，“我70岁了
还要工作，而你40岁就因为我放弃自己的工作。”然后，就
有了来自中国的邀请，先是俱乐部的而后又是国家队的，
他们给出的报酬非常丰厚。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度的
人对我非常地信任。

问：据你所知，中国方面对你带队的结果满意吗？你
如何总结你在中国工作？

里皮：当然，能够成为亚洲前八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
了，每一个人都非常地满意，他们理解我做了很周密的工
作。在2018年3月时，中国队曾经是亚洲排名第五，仅仅只
落后于四支最强的球队伊朗、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但
是我们输了三场重要的友谊赛，分别是对阵塞尔维亚、哥
伦比亚和威尔士，这导致我们丢了很多分。

但是，中国队已经在向上的通道里了。如果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扩军成48支球队参赛，那么中国队就更
容易晋级。虽然现在看上去扩军似乎很难，但是希望总
是有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中国队若能够由一位意
大利教头执教，或许能更好地延续原有的技战术思想
和指挥思路，从继承过去实践经验的角度来说，这可能
会更加实际。

中
国
足
球
应
该
改
变

问：亚洲杯之后，中国足球开始改变。武磊
去了西班牙留洋，一些俱乐部也开始归化球
员。你怎么看待这事呢？

里皮：当然应该改变！关于归化，我很早以
前就跟有关方面提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全世界
范围内有数百万中国后裔，他们也应该可以为
中国国家队所用。

问：中国队上一位外籍主帅佩兰在离开中
国前曾给中国足球发展留下了自己撰写的“意
见书”，您会给中国足球留下什么“终极建议”？

里皮：我不知道佩兰留下了什么，我留下
的建议我想不用多说，我相信我留下的“遗产”
所有人都知道。

问：您未来的安排是什么？
里皮：要么就是中国计划的实现，要么就

是好好度一整个夏天的假，这是目前我最想做
的事情，你知道我有多渴望了。然后就再等着
看吧，从今年9月开始我就会做一些事情，我倾
向执教一个距离意大利不算太远的国家队，我
不想再长途旅行了。我只愿意接受国家队工
作，而不是俱乐部的工作。有很多俱乐部找到
我，有一些还是非常大的俱乐部，但是我不想
再接手了。

还有三个月我就71岁了，我想我还能工作
到74到75岁。年龄是一方面，心理又是另外一
方面。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下去，就像我现在
还能开摩托艇一样，在海上驰骋能带给我快
乐。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会永远在球场上的，
我很难做到很长一段时间离开球场。

里皮卸任后
首度开口：

他们一点个人责任感
和荣誉感都谈不上”

我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一
份60人大名单”

中国队若能由意大利教头执教
会有更好的延续性”

关于归化球员，
我很早就提出过建议”

便是2010年意大利国家队败走南非之后他
都没有那么生气，他当天甚至没有回我的任
何信息，他身边的人说他的怒火已经冲天
……后来，他将专访的时间压了下来，表示
等他何时气消了，何时能心平气和了，再接
受我们的专访。

这一等，就是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可想
而知他的怒火有多么炙热，“虽然这么多年
过去了，我没想到自己在更衣室还能像以前
那样发那么大的脾气。”从广州交接完所有
事情回来之后，里皮一直在他的老家维亚雷
焦休息。本周一（18日），我们终于完成了这
次迟来的专访。

这一次是真的告别了。
这是马塞洛·里皮在中国队以三个低级

失误导致0比3完败给伊朗、结束亚洲杯之
旅之后第一次开口、接受专访。目前，有关方
面还不想结束与这位大师的关系，他们一直
在挽留他，给了他一份顾问的工作，可能仅
仅是象征性的角色。“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
么吧。”里皮对我说。

记者记者手记手记

从“家访”佩兰
到“三访”里皮

2016年10月28日，里皮就任国足主帅

2019年1月19日，里皮离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