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1日， 东城区总工会在东环广场举办了为期两天的2017年东
城区干部职工保龄球比赛， 共吸引全区81支代表队、 243名干部职工
参加。 通过两天的比赛，共决出一等奖8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19个。
职工保龄球比赛是东城区总工会组织职工开展的传统项目， 多来年该
比赛在职工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边磊 万玉藻 摄影报道

■职工体育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然 ） 经
过一个多月68场紧张激烈的比
赛， 2017年通州区 “民生杯” 职
工篮球赛日前落下帷幕。 通州教
工代表队获得第一名， 通州公安

分局代表队获得第二名， 金桥基
地代表队获得第三名。 通州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
尚祖国等领导参加了闭幕式并为
获奖队员颁奖。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中超联赛第17轮
北京国安VS贵州恒丰 7月15日19:35■赛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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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只经过一场比赛， 北
京队的新任主教练施密特就成了
北京球迷的偶像， 完爆恒大一役
尽显施密特在中超与众不同的战
术思想 。 但就像施密特本人所
言， 要想证明北京国安是一支强
队， 就必须连续保持高水平的表
现。 本周六， 北京队将在主场迎
战贵州智诚， 对手看上去 “不起
眼”， 但其实并不好打。

看看牌面 ， 贵州队乏善可
陈。 尽管贵州队夏季转会动作很
大 ， 连续签下2名西班牙球员 ，
但欧洲球员前一阵都处于休赛
期， 他们很难马上派上用场。 贵
州队真正 “可怕” 的是他们的主
帅曼萨诺。 曼萨诺虽然离开国安
的时候并不 “愉快”， 但谁也不
能否认他是北京队历史上的功勋
教练之一。 曼萨诺时代的北京队
突出了一个 “稳” 字， 在积分榜
的位置很稳， 球风也很稳。 曼萨
诺在这场重返工体的比赛之前，
亲笔写了对国安俱乐部的 “感谢
信”， 正所谓 “先礼后兵”。 曼萨
诺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对中国
人的交往方式非常熟悉。 相信回
到工体的曼萨诺， 也会受到北京
球迷的礼遇。

能够接手贵州队这样一支实
力平平的队伍， 曼萨诺做出的这
个选择多少令人有些意外。 他了
解这支球队吗？ 他的传控风格适
合这支球队吗？ 事实证明， 曼萨
诺带领的贵州队迅速变成了一支
有战斗力、 凝聚力的球队。 虽然

现在在积分榜上依然处于中下
游， 但贵州队已经拉开了和保级
区的距离， 目前处在一个很 “安
逸” 的位置。 这与赛季前大家给
贵州队的定位还是有一定的差
别———按照纸面实力， 贵州队现
在 “应该 ” 还在保级区苦苦挣
扎。 曼萨诺在来到贵州队之后，
并没有一味给球队带来 “西式风
格”， 显然曼萨诺知道贵州队与
北京队、 申花队的差别。 看曼萨
诺带的这几场比赛， 你会发现每

场球贵州队的战术都很有针对
性。 曼萨诺从 “以我为主” 现在
已经过渡到了 “以对手为主 ”，
能屈能伸才是 “名帅风范”。

这场施密特对曼萨诺的比
赛， 应该会非常有趣。 “德式抢
逼围 ” 打得恒大队毫无还手之
力， 不知道像曼萨诺这样足智多
谋的 “大军师” 会不会找到破解
的办法。 对于北京队来说， 最重
要的是不要轻敌， 要把贵州队当
成恒大队来打。

在上轮中超联赛的北京国安
与广州恒大的焦点战中， 索里亚
诺以两粒进球帮助国安捍卫了工
体， 这也让其恩师施密特执教国
安的首战便收获开门红。 对于这
两粒进球 ， 索里亚诺谦虚地表
示， “这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对
于在施密特执教的首场比赛就能
进球， 索里亚诺说， 恩师确实掌
握自己的 “使用说明”。

上 周 六 的 工 体 ， 在 全 场
54000多名观众的助威下 ， 索里
亚诺成为当日比赛中最闪亮的那
颗星。 面对已经近三年没有战胜
过的对手， 他凭借两个惊世骇俗
的进球引爆工体。 对于取得这样
的进球， 索里亚诺很谦虚地说：
“这是全队努力的结果， 并不是
我个人的功绩。 我的两个进球也
是队友对我的帮助， 所以我一直
都强调这场胜利和我的进球是全
队努力的结果。”

近几个赛季国安状态持续低
迷， 尤其是在本赛季国安已经换
帅三次。 在这样的低谷期又面对
恒大的挑战， 索里亚诺并没有感
到这场比赛跟其他队比赛有什么
不同， “每场比赛我们的动力都
是一样的， 并不是因为对手是卫
冕冠军我和我们的球队就会特别
重视， 大家对每场比赛的重视程
度都是相同的。 我们不会因为对
手而改变自己的斗志。”

在奥甲萨尔茨堡队中， 索里
亚诺曾经以出场202次打进172球
的 高 效 进 球 效 率 连 续 获 得 奥
甲金靴， 而执教球队的教练正是
施密特。 师徒二人再度重逢， 索
里亚诺便有如神助独进两球 ，
这 是 否 因 为 德 国 人 掌 握 他 的
“使用说明书” 呢？ 索里亚诺说：

“确实是这样， 施密特先生非常
了 解 我 ， 我 也 知 道 他 想 要 的
战 术 打法是什么样的 ， 这种彼
此的了解肯定会帮助我和球队取
得好成绩。”

对于恩师的战术打法， 索里
亚诺认为， 施密特是一名非常伟
大的教练， 他的战术理念是非常
有侵略性的， 这 “对于前锋来讲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更有利于前
锋的进球。” 而且他总是能够挖
掘队员的潜能， 同时也会考虑到
如何让球员有更高水平的发挥。
他对每个球员都特别关心 、 关
照， 这种做法势必会让球队变得
更加团结， 更加有战斗力。

索里亚诺在加盟国安后， 有
很长一段时间被 “雪藏”， 对于
这段在看台上度过的时期， 索里
亚诺承认有时确实会比较沮丧。
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帮助到球
队。 在这段时期， 卡努特曾给过
他一些建议 ， “他让我要有耐
心， 因为我是从欧洲到了亚洲，
需要适应。 他也觉得刚开始会有
些困难， 但一定要有耐心， 坚持
住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耐心是有必要的， 在
国安主力前锋伊尔马兹停赛的这
段时间， 索里亚诺迎来了展示自
己的最佳机会。 对于球队， 索里
亚诺认为国安是一个有野心、 有
目标的球队； 对于自己来说， 索
里亚诺认为自己在射手榜排名第
几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帮助球
队取胜， 帮助球队进球。

本周六， 国安将在主场迎战
贵州， “索九” 能否继续延续上
场比赛的优异表现帮助球队取
胜，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综合报道

“当心”曼萨诺

索里亚诺：要为国安继续进球
“说明书”解封

新华社电 电视转播已覆盖
９６个国家和地区的中超， 将有望
在２０１８赛季首次启用职业裁判
员， 这一方面将有利于提高执法
水平， 维护联赛的品牌价值和公
平公正的比赛秩序， 是职业化的
应有之义； 同时， 这也体现了中
国足协在加强行业管理和专业人
才培训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足协在１２日发布这一消
息时介绍， 不排除在下赛季的中
超中启用职业裁判员、 推行裁判
员职业化改革的可能 。 与此同
时， 在适当情况下还将引进视频
助理裁判等先进技术。 值得一提
的是， 这一技术在不久前的俄罗
斯联合会杯上刚进行了测试， 得
到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
的高度肯定。 中国足协能够提出
这一计划， 也是积极融入国际足
坛、 与国际接轨的表现。

此外， 中国足协还将出台多
项措施， 加强裁判业务培训， 比
如请来国际高水平裁判讲师和体
能讲师 ， 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
等 。 由此来看 ， 这次 “多管齐
下” 的努力， 也传递出一个重要
信息———中国足协将下大力气提
高裁判员队伍的业务素质， 从而
使其与中超联赛的品牌价值和海
外影响力相匹配。

推行裁判员职业化改革， 并
非偶然事件。 近期， 球场问题频
出， 挑战裁判权威的现象不断发
生。 这一方面与球员、 球队的自

身问题有关， 但客观而言， 也与
目前裁判执法水平不均衡有一定
关系， 毕竟错判、 漏判等情况依
然存在， 损害了球员、 球队的利
益， 这是要面对的事实。

但是 ， 中国足球整体的落
后， 裁判员队伍的业务水平，
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而绝不
能成为赛风赛纪乃至球场暴力
问题频出的 “替罪羊”。 而且，
对于大都是兼职且热
爱足球的裁判而言 ，
他们的努力和进步也
应当看到———２０１６年
中超首次实现了全部
２４０场均由本土裁判完
成执法工作。

长远来看， 裁判员队伍
素质的提升， 同样是循序渐
进的过程， 不可能在２０１８赛
季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
此， 在这一过程中， 各赛区、 地
方足协和俱乐部， 应该与中国足
协形成合力， 齐抓共管， 共同捍
卫公平竞赛的游戏规则， 而对于
球员和球迷， 更要加以引导和规
范， 坚决避免习惯性围堵或是谩
骂裁判的不良行为。

更何况， 尊重裁判权威， 这
是在足球文化深厚的欧洲， 从童
年开始踢有组织比赛的家长和孩
子们， 都懂得的足球场上要恪守
的底线规则。 而如果在联赛中真
认为遭到了误判 ， 可以搜集证
据， 通过正常渠道向足协反映，

但通过过激甚至暴力手段期待达
成诉求， 则不为行业规则和法律
所容忍。

除了推行裁判员职业化外 ，
中国足协还将面向全球进行足球
专业人才招募。 这两大措施， 也
是中国足协在落实 《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 中， 对加强行
业管理和专业人才培训所进行的
探索和努力。 相信只要遵循足球
发展规律， 严格落实总体方案的
要求， 扎实推进足改， 保证政策
的延续性， 中国足球在包括职业
化建设的各个领域， 一定会有美
好的前景。

通州区职工篮球联赛闭幕

■新闻分析

职业裁判呼之欲出
中国足协推进改革

团队作战打保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