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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尼斯其人

■体育资讯

昨天 ， 据首钢男篮官方宣
布， 闵鹿蕾下赛季不再担任球队
主帅 ， 将荣升为总教练兼任领
队， 而新任主帅为前中国男篮助
理教练雅尼斯。 据悉， 此次更换
主帅为闵鹿蕾亲自推荐， 而在首
钢俱乐部进行考察后认可， 认为
无论从个人的经历、 经验， 还是
对世界篮球潮流的把握和对中国
篮球的了解， 雅尼斯适合担任首
钢男篮主教练。 值得一提的是，
成为北京新帅的雅尼斯与首钢俱
乐部高层早有渊源， 在担任扬纳
基斯助教期间， 扬纳基斯的经纪
人正是如今的首钢体育总经理秦
晓雯。

成绩有目共睹

雅尼斯出生于1974年， 是一
位富有激情的教练， 在欧洲篮球
的口碑与名气一直不错。 翻看他
的简历， 他曾经执教过希腊劲旅
奥林匹亚科斯 、 塞浦路斯阿波
罗、 德国拜仁慕尼黑等球队， 并
且成绩大多很好。 雅尼斯于2013
年跟随扬纳基斯来到中国男篮，
在过去几年中， 雅尼斯一直都是
中国男篮的助教， 先后经历了扬
纳基斯时代与宫鲁鸣时代。 对于
这段执教国家队经历的缘起， 雅
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我们 （扬纳基斯） 之前并没有
太深入的交集， 但都知道对方，
也会在一些比赛中碰面， 可能是
他对我的执教能力还是很认可
的， 所以当有这样的机会 （中国
男篮助教） 出现后， 他就联系了
我， 我也觉得这次的机会不错，

所以就当时答应了。”
雅尼斯在中国男篮的表现有

目共睹， 在中国男篮担任助教期
间， 雅尼斯主要负责球队技战术
体系的打造， 并帮助中国男篮在
2015年重回亚洲之巅， 夺得亚锦
赛冠军。 年轻的中国男篮这些年
的进步， 也展现出了雅尼斯出色
的工作能力。

一位中国男篮权威人士曾对
媒体说： “我们觉得他的工作能
力与态度都是很职业的。 在很多
方面 ， 对于中国男篮帮助都很
大。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都与他合
作。 在这点上， 从上到下对他的
工作都是比较认可的。”

有性格很严格

在近几年男篮集训时， 每每
可以看到队员们在做完准备活动

后 ， 雅尼斯就进入他的带队时
间， 他会手中拿着一张张的写满
技战术的白纸， 然后开始带队进
行技战术的演练。 从始至终， 中
国男篮的教练组都在旁边， 他们
对于雅尼斯非常信任。

在训练时一旦有球员没有达
到要求或是做得不到位， 雅尼斯
都会非常大声、 直接地指出来。
有时甚至是可以用咆哮来形容。
“他是一个很有性格的， 也非常
严格的教练。” 一个中国男篮教
练组成员这样评价雅尼斯。

在比赛时雅尼斯也会坐在主
教练宫鲁鸣很近的位置上。 当队
员们在战术上出现错误或者在执
行战术上不得力的时候， 雅尼斯
总是在场边高声大喊， 他的场上
外露表现， 与主教练宫鲁鸣的淡
定， 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本报综合报道

今年中超联赛赛程尚未过
半， 就已经有6支球队更换了主
教练。 对足协新政的适应和调整
能力不强、 球队战绩差， 无疑是
主教练下课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
着中超进入休赛期以及夏季转会
窗即将开启， 主教练 “下课潮”
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

“薄命”：宛转蛾眉马前死

延边富德队主教练朴泰夏 ，
现在已经是中超16强现任主教练
中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 ， 他从
2014年12月起执教延边队， 目前
已经执掌球队有30个月的时间。
与他相比， 此次 “下课潮” 中离
任的6位主教练， 平均执教时长
只有不到15个月， 除贾秀全外，
其余5人都带队征战少于或等于
一年， 真可谓是 “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与英超等欧洲联赛相比 ，中
超教练似乎更“高危”，英超阿森
纳队主帅温格从1996年10月执教
“兵工厂”至今，已有超过20年的
时间。 而与英超现役连续执教一
支球队时长位列第二的伯恩茅斯
队主帅埃迪·霍维相比， 朴泰夏

的连续执教时间也相形见绌： 霍
维自2012年10月份坐上球队帅位
至今， 已经过去56个月了。

在欧洲， 俱乐部高层和球迷
对一名新教练相对较为宽容， 会
给主帅多些时间打磨球队。 即便
是在时不时被吐槽换帅频繁的西
甲联赛， 一般也很少在赛季中期
更换主帅。 但在中超， “昨日宠
儿 、 今日弃儿 ” 的例子屡见不
鲜： 李章洙上赛季带领长春亚泰
最后连胜4场成功保级， 本赛季
却在联赛仅打5轮之后就交出教
鞭； 崔龙洙一年内带领苏宁拿到
三个亚军， 并创造了中国球队在
亚冠联赛小组赛阶段的最好成
绩 ， 却仍未逃脱与江苏队 “分
手” 的命运。

背“锅”：莫怨东风当自嗟

主教练是球队的第一责任

人。 球队成绩欠佳， 主帅当然难
辞其咎。 不过深挖球队成绩差的
原因， 就会发现俱乐部在阵容配
备上其实也为主教练挖下了不小
的 “坑”。 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 6支球队主帅下课， 某种
意义上也是在为俱乐部背锅。

与上赛季相比， 北京中赫国
安队和河南建业队都存在主力甚
至是核心球员流失 （退役或转
会） 的现象， 球队纸面实力明显
下降。 实际上， 2016赛季时贾秀
全就对河南建业遇强不弱、 遇弱
不强的表现表示难以理解， 何塞
作为助理教练时所在的国安队也
不是今天这支国安队， 在当今中
超 “逆水行舟” 的竞争态势下，
两人离任几轮前就有征兆。

崔龙洙和李章洙则是多少受
到了足协新政的影响。 亚泰阵容
厚度有限 ， 球队引进外援的位
置， 本土球员实力都明显偏弱。

无论是排兵布阵还是临场变阵，
主帅都 “纠结” 不堪； 崔龙洙囿
于 “双线作战”， 主力阵容人困
马乏， 再加上放走了澳大利亚人
塞恩斯布里， 球队后防实力平淡
无奇， 这让他的球队陷入困顿。

“下课潮”：到此踌躇不能去

若论战绩， 下一位离任的主
教练可能会在上海绿地申花的波
耶特、 重庆力帆的张外龙以及韩
国人朴泰夏之中产生。 三人中，
张外龙因为球队成绩相对较好，
下课可能性较小； 朴泰夏是带领

延边时隔16年重返顶级联赛的功
臣， 又在5日刚刚得到延边富德
俱乐部总经理于长龙的公开力
挺， 也应该会继续执教； 这样看
来， 只有波耶特近期离任的可能
性相对较高。

不过， 随着国家队比赛日到
来， 联赛进入间歇期， 球迷们的
注意力将暂时转移， 俱乐部也能
够给予 “濒死” 主帅一些时间以
调整球队状态， 并可能按照球队
表现在夏季转会窗口期对阵容
“查漏补缺”。 因此， 中超 “下课
潮” 可能将暂告一段落。

相对长期来看， 中超联赛主
帅们将持续处在极大的从业压力
之下。 今年是中超80亿版权期的
第二个年头， 在这个阶段， 拥有
中超资格的俱乐部每年都能赢得
一笔数千万元甚至破亿元的分
红， 这笔款项对 “土豪球队” 意
义不大， 但对中小球会来说仍是
一块 “大肥肉”。

为了“吃肉”，怕降级后很难
再打回来“吃肉”，再加上明年外
援及U23球员使用政策又有很大
变化，因此近期的这波主帅“下课
潮”， 在未来数年的时间轴上，可
能只是一个开始。 据新华社

近日， 2017苏宁易购·第四届北京善行者活动正式启动， “小
善” “小行” 两名善行者吉祥物也同时亮相。 苏宁云商华北区执行总
裁卞农在活动现场发出邀请： 希望在9月9日能有更多的爱心组织与个
人共同打造一场精彩纷呈的 “运动+公益” 嘉年华。 善行者作为一项
公益活动， 包含了徒步挑战及筹款挑战。 据悉， 善行者已在北京成功
开展三届， 累计近2万人参与， 共筹集善款千余万元， 有效捐赠达10.
4万笔， 受益者累计达7万人次。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6月6日， 中国汽联
在京宣布， 2017丝绸之路国际汽
车 拉 力 赛 将 于 7月 7日 在 莫 斯
科发车。

根据赛事安排， 2017丝绸之
路国际汽车拉力赛将于7月7日从
莫斯科出发， 取道哈萨克斯坦，
并将于7月22日抵达终点中国西
安。 赛事历时17天， 累计经过14

个赛段， 赛程全长9588公里。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安德

烈·杰尼索夫莅临现场并致辞 ，
他指出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
促进了地区间合作发展和体育管
理领域的交流， 对于联结欧亚经
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
有重要意义。

（黄葵）

本报讯 此次告别主帅位置
的闵鹿蕾， 曾经是北京队的功勋
主帅 。 闵鹿蕾球员时代曾经在
1982-1997年效力北京男篮， 并
且多次入选国家队。 退役之后，
闵鹿蕾则多年担任北京男篮主教
练一职。 从1997年至2017年， 闵
鹿蕾在近20年的执教生涯中， 先
后三次帮助北京队获得CBA联赛

的总冠军。
在担任主帅期间， 闵鹿蕾曾

经一度因为战绩不佳， 短暂赴美
进行学习， 由美国教练蒙特利夫
接替主帅一职。 但在蒙特利夫治
下， 北京队战绩依然不见起色，
闵鹿蕾遂继续回到北京队执教。

在马布里加盟之后， 北京队一度
取得四年三冠的荣誉， 也被视作
其职业生涯的巅峰。

不过在过去的两个赛季， 北
京队随着马布里年龄增长， 竞技
状态下滑， 球队整体实力也一路
走低。 （大亦）

闵鹿蕾执教回顾 “北京善行者”9月9日再相约

不适应新政+战绩差成主因
解析中超主教练下课潮：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118名来自朝阳区安贞街道
各行各业的职工和社区居民组成
了22支队伍， 参加安贞地区第十
一届和谐杯乒乓球比赛。

据了解 ， 这是安贞街道在

2017年举办的第二场地区性体育
赛事。 在此之后， 羽毛球赛、 足
球联赛等一系列地区性体育竞赛
将纷至沓来， 最大程度为地区社
会 单 位 和 居 民 搭 建 全 民 健 身
新平台。

安贞职工以球会友

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将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