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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归乡乡路路漫漫漫漫，，受受命命于于危危难难
李小鹏执掌青岛中能教鞭，新赛季志在冲超

前乌拉圭主帅

入主中甲河北队

新华社石家庄12月26日体育
专电(记者 王昆 朱峰) 26日，河
北中基足球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俱乐部已与曾任乌拉圭国家队
主教练的内尔松·阿格雷斯塔签订
了合约期为一年的执教协议。

河北中基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汪
洋说：“俱乐部经过三年的努力，终
于站在中甲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着
手为明年的赛事进行准备。我们刚
刚于25日与内尔松·阿格雷斯塔签
订了执教协议。作为中甲新军，河北
中基足球俱乐部对于2014赛季并未
设定硬性目标，全队会尽力给球迷
带来精彩的比赛。”

刚刚到任两天的阿格雷斯塔对
球队情况仍在逐步了解和熟悉中，
他在发布会上表示，自己一直关注
中国足球，也注意到中国球队最近
几年取得的进步。他说：“我非常高
兴重新回到中国，也非常感谢中基
俱乐部管理层对我的信任，我们将
携手共同努力把球队带好。”

阿格雷斯塔曾经是乌拉圭国家
队队长，也曾担任过乌拉圭国家队
主教练。

刘卫东改任

中超公司总经理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体育专电
(记者 公兵) 中国足协26日上午宣
布：福特宝公司总经理刘卫东改任中
超公司总经理，福特宝公司副总经理
董铮升任总经理，中超公司总经理朱
琪林改任足协市场部副主任。

在此前的中国足协中层竞聘
中，朱琪林与董铮都报名参加了市
场部副主任竞聘，前者最终竞聘成
功。在朱琪林不兼任中超公司总经
理的情况下，该职位要由他人接任。

接任者刘卫东自2010年随原足
管中心主任韦迪来到中超公司担任
常务副总，协助时任中超公司总经
理郎效农开展工作。

本报记者 刘伟
12月26日发自青岛

回家义不容辞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
改鬓毛衰。”就职发言时，操着
一口地道胶东方言，文绉绉的
李小鹏把众人逗乐了。作为前
鲁能队队长、地地道道的青岛
人，李小鹏执掌起中能教鞭，更
像是一个轮回。

1 9 9 5年甲A联赛，李小
鹏一脚世界波，把青岛从甲A
踢回了甲B。赛后，过激的岛
城球迷把李小鹏青岛家的玻
璃砸烂泄愤，鲁能与中能的
恩怨就此结下。18年后，青岛
中能在联赛高开低走，主帅
张外龙、李应发先后离任，最
终球队 1 7轮不胜降级。赛季
结束后，李小鹏在中能三位
备选主帅中脱颖而出，他要
面 对 的 正 是 刚 刚 降 级 的 青
岛，对家乡球队的一笔人情
债，他是逃不掉了。

事实上，同家乡球队的
恩怨只能算个噱头，李小鹏
回归，还有更深层的因素，按
照他本人的说法，作为省足
管中心副主任，这次回家义
不 容 辞 ，“ 在 下 一 个 全 运 周
期，我负责全运男足，十二运
会上，山东男足全线失利，自
己要肩负起责任。青岛足球
也是山东足球的一部分，中
能眼下也处在低谷，这次回
来就是要把队伍带起来。”

目标心照不宣

发布会上，当被问起回归
后的目标时，李小鹏用“心照不
宣”四个字带过。眼见着李小鹏
打哑谜，并且非常沉得住气，中
能副总裁于涛坐不住了。在媒
体提问的间隙，于涛对小鹏“心
照不宣”四个字做了一番说明：

“球队新赛季目标肯定是重回

中超，教练组对这个目标‘心照
不宣’。”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小
鹏组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教练
团队。“那个肤色接近非洲兄弟
的就是我们教练组一员。”指着
场下就座的高尧，李小鹏调侃
了一句，昔日鲁能铁腰、自己前
队友，如今变身为李小鹏的左
膀右臂。除了高尧，当年执教女
足时的助手王超也来了，“教练
组里，三个人是我上小学就在
一起的发小，经验丰富，我们将
会精诚合作，为队员们做出表
率。”

笑看岛城德比

远离了中超，让岛城球迷
多少有些伤感，不过新赛季中
甲赛场上，他们不会寂寞。随着
2013年海牛冲甲成功，新赛季
中甲将有两支青岛球队的身
影，岛城德比让人期待，李小鹏
同宿茂臻两位主帅间的较量，
更让球迷心动不已。

作为老乡，宿茂臻和李小
鹏在鲁能效力多年，哥儿俩场
上珠联璧合，默契十足。对海牛
俱乐部，李小鹏也非常熟悉，早
在海牛俱乐部刚刚成立的时
候，他还曾受邀参加了老海牛
与老国家队的一场友谊赛。私
下里，哥儿俩还是非常好的朋
友。早在李小鹏上任的消息于
坊间疯传之际，不少山东球迷
就已经期待哥儿俩的较量，他
们戏称，这不仅仅是“岛城德
比”，还该叫“鲁能德比”。

或许早就知道记者们会
问这个问题，发布会上，记者
的问题没问完，李小鹏脸上
先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海牛
是青岛足球的老字号，茂臻
过来后，我在内心更敬重这
家俱乐部。岛城足球的进步
需要竞争，眼下我的牌可能
更好些，不管第一次交手打
成什么样，我都相信我们新
赛季表现会更胜一筹。”

本报记者 刘伟
12月26日发自青岛

新闻发布会上，李小鹏连
用四个感谢表达执教后的心
情，看得出来，他非常珍惜此次
回家执教的机会。从现实来看，
作为一个职业队的菜鸟教练，
面临冲超的艰巨任务，将来可
能还有继续征战中超的新指
标，李小鹏面临的考验其实才
刚刚开始。

谈到执教职业队的感受，
李小鹏的回答很坦率，“跟孩子
们打交道是我的强项，跟职业
球员打交道是我的弱项。”2010
年，李小鹏成为中国女足代理
主帅，2011年在家门口济南，因
为没能率队获得参加伦敦奥运
会的入场券，他主动请辞。李小
鹏请辞的主因，当然是因为战
绩不佳，然而从媒体解读出来
的诸多版本“野史”里，也有其
同队员关系不佳的传闻，这些
事让李小鹏不胜其烦。关注度
相对较低的女足尚且如此，来
到曝光率更高的男足，烦恼只
会更多。

展望新赛季中甲联赛，李
小鹏信心之外也有担心。“我们
在中超是弱队，不过来到中甲，
我们是强队，甚至是超级强队。

在中超我们打反击、通过任意
球得了不少分。来到中甲，对手
会给我们摆出阵地战，中超联
赛，我们的阵地战进球只有两
个，中甲比赛怎么打？还需要在
技战术和人员方面做出相应调
整。”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
些，下赛季冲超成功，小成本运
营的中能，能否摆脱保级的尴
尬，走上正轨，也在考验着李小
鹏。

“没签合同，随时准备下
课！”谈到同中能签订的合同期
限，李小鹏开起了玩笑。然而即
便是句玩笑话，外人也能听出
话外音，如果不能在帅位上干
出点成绩，李小鹏可能会像两
年前在女足一样，自己让自己
下课，这位山东爷们儿就是有
这么一股子执拗。

从横向来看，今年4月在家
乡执掌起教鞭的纪敏尚，菜鸟
赛季的经历是种警示。从赛季
前踌躇满志，到如今杰森分权，
自己退居幕后，大纪的日子很
不如意，巧合的是，大纪之前执
掌的也是女队。“希望小鹏通过
接下来的执教，能对职业联赛
的残酷性有更多的体会，这对
他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发布
会上，一些岛城足球圈的老领
导语重心长地表示。

考考验验才才刚刚刚刚开开始始 中超列强加大投入奔前程

隐隐形形联联盟盟真真能能奈奈何何恒恒大大？？

本报记者 胡建明

这一个圣诞节，圣诞老人给中
国足坛送来不少大礼。在广州恒大
正式宣布有“罗比尼奥第二”之称
的雷内·儒尼奥尔加盟球队的同
时，北京国安那边表示，他们已经
距离西多夫越来越近了。

其他豪门也不甘示弱，鲁能
是铁了心要从巴西引进强援，而
贵州人和则将上海申鑫前主帅朱
炯充实到了教练组中。最让人感
到吃惊的是，一向在转会市场上

小打小闹的江苏舜天竟然用400
万美元的转会费从K联赛引进了
前锋德扬。德扬在亚冠决赛中曾
攻破过广州恒大的大门，是亚冠
决赛中表现最好的队员之一。

列强纷纷加大投入，除了想
在2014年有所作为外，还有另外
一个小算盘——— 全力阻击广州
恒大。有消息称，一些中超球队
私下里已经结成了同盟，并表态
不再与广州恒大做生意，“球员
尽量避免卖给恒大”已经成为多
家俱乐部之间的基本默契。一个

在资源上遏制恒大的隐性中超
联盟正在形成。

据了解，恒大之所以招致不
满，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内援引进
上“不守规矩”。“按照FIFA的规
定，要购买球员，必须通过俱乐
部，不能私下接触有合同保护的
球员，而恒大是许以高薪和签字
费，先搞定球员，再和俱乐部谈，
价钱上谈不拢，一些球员就向俱
乐部施压，或如愿转会，或逼迫
原俱乐部以高薪续约。”长此以
往，恒大在无形中提升了俱乐部
的运营成本。

正因为如此，本赛季，恒大
在内援引进上迟迟没有大的进
展，他们看中的张文钊、于大宝
至今都没有进展。为了能得到于
大宝，恒大已经把转会费提升到
了3500万元。

鲁能技术总监吴金贵在接
受上海媒体采访时明确指出：

“恒大的模式无法复制，原因很
简单：外援可以砸钱去买，但真
正的本土好球员，就算你砸钱也
买不到；就算买到了，这批人的
实力和前面那批也不能比。”

中超列强要想击败广州恒
大，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先打好地
基，然后再与对手一较长短。

12月26日下午，青岛中能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李小鹏担任球队主教练，带队征战新赛季中甲联赛。
阔别多年，李小鹏又回到了家乡青岛，做职业队主帅，这也是头一回，此时此刻，他的职业生涯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如如何带
领低谷中的中能重返中超，李小鹏面前，摆着若干道考题，而他要以最快的速度作出答复。

西多夫有望加盟北京国安。

李小鹏临危受命，执教青岛中能。 Osport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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