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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如果40强赛要想晋级，剩下的4场
比赛就不容有失，你认为中国队还有希望出线吗？

马达洛尼：我现在就来做个预测，你知道，在足球世界往
往很难预测结果。但是我坚持，中国队100%能打进12强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里皮再次批评了他的球员的发挥，
您赞同里皮的观点吗？

马达洛尼：这其实是被曲解了的。里皮并不是批评他的
队员们，而是他本期待球队能够发挥出在训练中的水平，比
赛能力能够有所提升。他期待球队能踢得更好，但是却在真
正比赛中看不到。他不是批评，其实是一种刺激。叙利亚队并
不比我们强，但是他们的取胜欲望却比我们强。里皮不想去
批评球员，但是希望他们能理解，要让中国足球成长的不仅
仅是球技的提升，还要改变态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从冯潇霆到张琳芃，恒大核心球员
总在关键时刻犯下大错，您认为恒大这几位球员是否因年龄
和状态问题到了该被淘汰的时候？

马达洛尼：这就像罚丢了一个点球，错误肯定是主罚那
个人犯的。在这件事情上，当初没人知道张琳芃就不该带伤
上场，但是他坚持要去，自己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不幸
的是，他运气很差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而且直接导致了球队
输球。也许我们该为球员坚持上场而鼓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球员们在场上害怕，没有斗志，不能连
续传球，不能踢出练的内容，您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球员的责任吗？

马达洛尼：当然不是，这个团队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训练。
里皮才刚刚说过，“如果你们现在不去战斗，还要到什么时候
去战斗呢？”这不是批评，而是一种激励。中国足球，总有一种
错误在重复。此前是亚洲杯8进4的比赛输给伊朗队，那场比
赛我们踢球的态度有别于其他的比赛。这就是成长过程中必
经的。人们应该明白，现在不该是否定一切的时候。无论何
时，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一些挫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认为你会成为下一任中国国家
队主帅吗？现在有人和你联系过吗？

马达洛尼：我是这么希望的，如果真的梦想成真了我会很高
兴的，但是至今没人联系过我。然而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
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了8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足球。我是一直跟
着里皮学习的人，我很了解他。我已经准备好了，任凭中国足球使
用。当初我和里皮一起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想要完成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撰稿人 马西莫·切西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提问/编译

中甲是一个十分有竞争力的联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来到中
甲踢球接近一个赛季，对中甲联赛
的感受和体验如何？对中甲联赛有
什么样的评价？

阿隆：首先很开心能够重新回
到中国踢球，大家都知道我2014年
就在中国踢球了，当时踢了两年中
超，最初我对中甲联赛并不是十分
了解。但是通过这一个赛季，我感
觉中甲联赛是一个十分有竞争力
的联赛，每支球队之间差距并不
大，没有哪支球队可以轻易地击败

其他球队，我觉得这对联赛来说是
好事，有利于球迷观赏比赛，也有
利于联赛的发展。

附加赛不能出场让我很沮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加盟之
前，你了解四川FC这支球队吗？是
什么原因让你最终选择了四川FC？

阿隆：说实话，我真的不了解
这支球队，甚至我在踢中超的时候
都没有来过成都这座城市，此前这
支球队我唯一了解的就是黎兵教
练，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在广州富力
合作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选择四
川FC的重要原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你加
盟之初，四川FC就出现了资金问
题，和你一起加盟的外援都离开
了，是什么原因让你留下来？

阿隆：我觉得遇到困难不重
要，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解决方案。
我当时只是希望踢完这个赛季并
帮助球队完成目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个赛
季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比赛？

阿隆：我觉得是我们附加赛第

二场比赛，因为附加赛外援不能出
场，所以我没法帮助球队。这让我
很沮丧，但是我的队友做得很棒，
我一直在看比赛直播，我为我的队
友和教练团队感到骄傲。

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成为
四川FC的头号射手，但还是感觉
你在中甲没有发挥出全部能量，你
认为自己发挥了几成水平？

阿隆：首先我来到球队时间非
常晚，我是从第四轮联赛才开始比
赛，所以只能通过比赛来和球队进
行磨合，去了解我的队友和教练的
战术。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球场
上经常看到你自己带球推进，是
你更信赖自己的射术还是有别的
因素？

阿隆：首先我是一名可以踢中
锋和边锋的球员，所以我很善于盘
带过人，这也是我的一种比赛方
式。当然，我也一直在努力与我的
队友进行配合，因为足球是团队运
动，一个人不可能取得成功。

3比6输球是大家心态出了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四川FC
在中甲最后一轮都占据主动，但客
场对阵陕西3比6输球让你意外吗？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阿隆：我觉得是大家心态出了
问题，我们太希望赢下比赛，所以
造成了在场上由于心态变化导致
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水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保级附
加赛前，你拍了视频鼓励球队，是
深信球队在外援不能上场的情况
下能保级成功吗？

阿隆：当然，我一直对教练和
我的队友充满信心，我知道他们一
定可以赢下比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新赛季
有什么打算，会留在四川吗？

阿隆：我已经离开我的家人太
久，现在需要回家陪我的家人。至
于未来的打算，我希望继续在中国
踢球，剩下的事你要去问我的经纪
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何鹏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独家对话马达洛尼：

揭 秘 里 皮 辞 职 背 后揭 秘 里 皮 辞 职 背 后

“他后悔让自己回归”

400余名大咖齐聚成都
出谋划策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

11月15日，2019年成都体育产业
峰会举行，400余名体育及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齐聚蓉城。峰
会聚焦“以赛谋城 城市发展新赛道
——成都全力打造世界赛事名城”主
题，对大型赛事推动下的城市再造与
发展，如何通过赛事IP构建城市名
片，以及赛事经济细分领域的众多问
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在会上的嘉宾对
话环节，就赛事IP与城市体育名片打
造、体育跨界融合发展为赛事名城注
入新活力、赛事经济与场馆运营三个
主题进行了探讨。

在赛事IP与城市体育名片打造的
嘉宾对话环节中，嘉宾们对于赛事IP
构建赛事名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腾
讯赢德体育总裁许绍连表示：“人和事
连在一起，构成了赛事，当所有的赛
事，比如说成都要办赛事，赛事本身应
该是核心，是抓手。从互联网角度来
看，流量向什么地方倾斜，我们通俗的
说法是向头部资源倾斜，也就是往最
重要的资源倾斜。具体到赛事来讲，就
是向优质的赛事倾斜。对城市传播也
好，不管什么目的，一定是优质的赛事
最具影响力。”

IDG高级副总裁张莉表示，“成
都作为一个赛事之城，或者希望打造
赛事之城，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有很多
优势的。承办赛事在硬件上来看，成
都交通便捷。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场
馆方面我们也面临挑战，但是现在也
陆续看到很多新的场馆在建设。作为
赛事也好，展会也好，必不可少的就
是配套，酒店、餐饮等等，在硬件配套
上来说，我觉得成都基本上还是具备
了一个赛事之城的条件。从软件上来
说，无外乎就是人，对于所有的赛事
来说，很重要的包括观众，参与者、运
动员、裁判等。成都也是运动之城，所
以它有非常良好的观众基础。如果从
赛事本身来说，成都已经具备很好的
基础。”

在体育跨界融合发展为赛事名城
注入新活力的嘉宾对话环节中，各位
大咖一起探讨了体育跨界融合发展如
何为赛事名城注入活力。成都体育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天府赛事研
究院院长程林林表示，“打造成都市的
世界名城赛事品牌体系有两个方面，
第一，它有引进品牌的赛事体系，第
二，在此期间要更多关注成都本地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打造。如果要成
为一个赛事名城，仅仅只有买来的赛
事版权来支撑赛事名城是远远不够
的。我们打造世界赛事名城光花钱还
是不行，还得要挣钱，要把体育产业作
为支撑赛事名城的经济基础。”

北京市海淀文旅集团总经理纪小
恒表示，“打造赛事名城，它的出发点
肯定不是简单做一个赛事，带来的还
有城市影响力，城市的产业发展。从体
育赛事角度来讲，我们做体育赛事更
多的还是把它落脚在赛事相关的产业
链，相关的产能落地。从政府的角度来
讲打造赛事其实更多的是搭台，企业
来唱戏。但做赛事的收益仅仅是一个
曝光率，其实完完全全可以打造本土
赛事。”

在赛事经济与场馆运营的主题嘉
宾对话中，嘉宾们在世界赛事名城和
赛后大型场馆的运营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鸟巢文化创意交流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韩劲草表示，“从成都的定位来
讲，成都给自己定位打造赛事名城，标
题起得好，以赛谋城，这个谋是谋划，
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谋划也是基于
自身的资源禀赋，目前成都有49个改
建，或者新建的场馆，要以这些场馆为
代表来谋划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因
为除了赛事本身，还要讲究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之后要有创新，要有适应性
的东西。”

“以赛谋城”，成都已开启城市发
展新赛道的产业布局。根据《成都市建
设世界赛事名城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到2025年，培育3家以
上本土体育上市企业，全市体育产业
总规模达到1500亿元。在这一目标背
景下，本次成都体育产业年度峰会不
仅为成都体育产业发展方向带来了思
考，也对形成产业资源集合，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
能。据悉，此次峰会也是成都继2016年
以来第四次年度产业峰会，峰会未来
也还将进一步面向全球，聚焦全球城
市发展的新赛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田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与叙利亚的比赛之前，您作
为里皮身边最亲近的人，是否察觉出他有辞职的想法？

马达洛尼：不，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之前想辞
职，我们也完全没预测到这个。反而，我们看到了一些
积极的信号，比如说球队正在成长、环境也越来越好。
直到与叙利亚队的比赛之前，每个人对球队的表现都
很高兴，特别是从球员和管理层层面。简单来说吧，现
在中国足球水平普遍在往上走，没人赛前预测到里皮
会辞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里皮这次辞职真是在终场
哨音响起之后一瞬间产生的决定吗？

马达洛尼：是的，我认为是比赛结果刺激了他，此
前他或许期待比赛会是另一种结果的。就在比赛之
前，他还在想球队一直在进步，或许该产生一种质变
了，以此开始一个新的周期。但是这场失利让他立即
作出了离开的决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里皮辞职是他个人的决定，
他跟包括您在内的教练组成员有过沟通或解释吗？

马达洛尼：完全没有，一切都很反常，比赛结束之
后我们回到宾馆，我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和家人一起启
程回意大利。而包括我在内的团队其他成员则按计划
回到中国。所以我们还没有机会交谈，里皮一句话都没
有和我们解释，我们中都没有人单独和他沟通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赛前里皮就谈到可以争取
成为最佳的小组第二去获得出线，输给叙利亚并不是
出线无望，难道里皮赛后已经绝望？

马达洛尼：我也认为中国队绝对有希望闯进下一
轮比赛。事实上，里皮的离开是多重元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他后悔自己回归的决
定。他当初之所以回中国执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中
国足球有一种使命感，他觉得该贡献出自己的经验，
帮助中国足球成长。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使命。然而后
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困惑不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里皮再次主动辞职，你觉得
他还有可能回来吗？

马达洛尼：过去里皮也一直说他想要离开，然后
他又回来了，是的，这一次他离开的决定更加坚决。现
在，我认为他几乎很难再回来了，但是生活就是存在
了各种可能性，一切皆有可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里皮在发布会上反复说他赚了很多
的钱，他是对此相当敏感吗？这是不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

马达洛尼：依我来看，这是他辞职的最重要原因。他希望
传递出一种观念：这么多年他工作不仅仅只赚了钱，他是全心
全意投入到足球中去。在中国足球尚未被外界所知时，里皮是
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他一直在做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培植
足球的根基。没错，他在中国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也几乎在这
里贡献了他的所有。我认为，最近一篇文章指责他经常不在中
国，这深深地刺痛了他，伤害了他。他在乎的不是钱，而是他为
中国足球成长做的这些事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关于针对里皮“不愿带队打东亚杯”
以及“高薪休假4个月”这些声音，您个人作何评价？

马达洛尼：这是有争议的。在中国队内部一切都很安静，
中国足协也很安静。而在外部，这些声音却被放大了，这也让
里皮进一步觉得自己被影响了。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
薪水，而是他所带来的成长，这关乎着中国足球的每个人，无
论是主教练们还是球员们。过去7-8年，这里有很多教练比里
皮赚得更多，却做得更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第二次执教国足，里皮和他的团队
遇到的最大干扰和阻力是什么？

马达洛尼：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想
要迅速得到结果，但是想要进步往往需要时间。中国足球正在
成长，但是真正的进步是在一段时间行之有效的工作后，年轻
一代成长起来了。我们此前就是做的长远的计划表。诚然，现
在四场比赛我们得到了7分，但是接下来四场比赛我们还有三
个主场一个客场的比赛。我确定在最后一场比赛打完后，我们
肯定能出线。届时，叙利亚队已经出线了，他们四场比赛就拿
到了12分，几乎没有什么悬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众所周知，一家著名的中国企业承
担着里皮和他团队的多数费用，里皮的离开或许是这种模式
的结束，您认为这种饱受争议的模式是否适宜于中国足球的
未来发展？

马达洛尼：这套体系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包括过去
卡马乔执教中国队时，也是由一家赞助企业支付的薪水，我觉
得这个太正常了，在意大利，此前孔蒂执教国家队时，大部分
薪水也是由运动品牌彪马赞助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该大惊
小怪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各国各地的足协们对于薪水的预算
都不高，所以为了邀请大牌教练执教，他们都会有诸如阿迪达
斯、彪马、耐克等赞助商的支持，我觉得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里皮辞职，犹如在中国足球圈中引燃
了一枚核弹。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里皮副
手、前中国国家队第一助理教练的马达洛
尼对此也是错愕不已。他过去几年都在中
国工作，在中超赛场考察每一名队员，是
里皮在中国的“眼睛”和“耳朵”，是常设在
广州大本营的“主教练”。

在里皮辞职当晚，身在迪拜的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就一直试图与马达洛尼
取得联系，记者近一年多时间曾三次独家
专访这位里皮最亲密的战友，仅在2018
年，马达洛尼担任中国U23国家队主帅期
间，就曾先后两次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独家专访，他对我们向来坦承、知无不
言、且直面所有批评，他曾在接受专访时
说过一句名言，“外界的质疑像刺进心脏
的匕首”。在里皮二进宫之初，他也曾在接
受专访时表示，“里皮知道担子很重，还是
想做好”。他是国足毋庸置疑的二号人物，
他知道最多里皮的内心世界和秘密。

里皮辞职，马达洛尼第一时间感受如
何呢？国足的下一步该将何去何从？昨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通过与马达洛尼最为
亲密的《米兰体育报》驻罗马著名记者马西
莫·切西尼联系上了心情已经平复许多的
马达洛尼，在详细亲切的对话中，独家还原
他所知道的关于里皮的一切。

“这场失利让他立即作出了离开的决定”

关于里皮辞职

“最大困难就是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

关于辞职原因 关于下一任中国国家队主帅

“我已经准备好了，任凭中国足球使用。”

那场比赛3比6惨败
大家心态出了问题阿隆：

虽然四川FC贵为2018赛季中
乙联赛冠军，且整个赛季保级不败，
但在刚刚过去的中甲联赛2019赛
季，四川FC在通过两回合升降级附
加赛后艰难保级。当最后一场升降
级附加赛四川FC主场3比1战胜河
北精英时，四川FC全队很多人都流
下了泪水，在保级硝烟散去后，红星
新闻与这些保级功臣们进行了对
话，回顾那些最艰难的日子。

四川FC的中甲常规赛里，尼日利亚
籍外援阿隆打进了19粒进球，而这个赛
季四川FC仅打入36粒进球，他一人的进
球撑起了四川FC的“半边天”。阿隆深受
四川球迷喜爱，不仅能帮助球队摧城拔
寨，而且在另外两名外援离队时，他选择
了坚守。保级附加赛无法登场，阿隆就通
过视频激励队友们：“为我们的球队而
战，为所有人而战！加油兄弟们……”这
一切都让球迷们无比感动。阿隆出生于
1994年，2014-15赛季效力广州富力，此
后租借到莫斯科中央陆军，又辗转以色
列等国。他重返中国是受四川FC主帅黎
兵之邀，黎兵是前富力助教，也曾代理富
力主帅，在此期间曾与阿隆有过合作。目
前，阿隆已回到尼日利亚家中，他向红星
新闻表示：“我很开心完成了这个赛季，
希望继续在中国踢球。”

人物速写

阿隆 图据四川FC微信公号

11月14日，里皮出席赛后新闻发布会。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