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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淘宝如愿拿到了2017赛
季的中超冠军奖杯，这已经是他们的第
7座，同时也是连续第7次登顶，相比曾
经的8冠王大连万达(实德)，恒大对这个
联赛的统治显得更加彻底一些。 当然，
今年的情况和过往还是略有不同，虽然
乍看依然“一家独大”，但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算不上是顺风顺水或者说是毫无
悬念。 这座中超冠军意味深长，它的存
在让恒大的2017赛季有了一个较为体
面的结果， 毕竟球队和上海上港在3条
线的直接对抗，足协杯和亚冠都被淘汰
出局，保住联赛王座起码能够让王朝不
至于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这个冠军也
算是给球队上下敲响了警钟，他们需要
知道这支球队目前的状态与战斗力和
之前的6年已经不是一个档次， 更新换
代必须要尽快到来，否则被其他“土豪”
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各条战线逐渐式微

这一次又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广州
天河体育场， 对手教练席上坐着的老
人依然是西班牙人曼萨诺， 只不过客
队从北京国安换成了贵州恒丰智诚 ，
但这一次广州恒大没有再给曼萨诺机
会， 主场拿下3分将球队的第7座中超
冠军奖杯揽入怀中。 当然， 虽然都是
西班牙老头， 但此情此景和2014年的
那场天王山之战有着不小差距， 毕竟
那个时候国安队是恒大的争冠对手 ，
邵佳一的进球将最终的悬念延续到了
最后一轮。 那一年是恒大夺冠优势很
小的一年 ， 仅仅3分 ， 但纵观整个赛
季， 他们得到的质疑声音并不多。 而
2017年恒大虽然以10分左右的优势最
终夺冠， 但上港即将建立新秩序的声
音却从赛季开始就未曾停止过。

球队的联赛开局并不能够用顺利
来形容， 首轮比赛他们面对刚刚更换
东家的北京中赫国安， 2∶1赢得艰难，
但再看看国安之后的战绩， 就知道这
样一场胜利说服力并不
足够 。 低谷很快到来 ，
第2轮恒大就在客场输
给山东鲁能， 之后的小
胜上港、 战平富力都让
球队承受了很大压力 。
还好新帅博阿斯入主的上港在赛季初
期经历了一段磨合期， 否则恒大在一
开始就有可能被对手甩开。

恒大和上港就像2条红色的巨龙始
终交织在一起，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6
月底7月初。上港在5月底主场大比分战
胜中赫国安之后，球队开启了一段疯狂
抢分模式， 在7月初的时候积分已经与
恒大相差无几。 偏偏在这个时候，碰上
了改头换面的中赫国安。 那个时候，施
密特刚刚来到北京， 主场的2∶0给了斯
科拉里的球队一个下马威。但没想到这
只是魔鬼7月的开始———足协杯和联赛
2次输给富力，客场勉强战平上港，让外
界对于恒大的赛季走势异常担忧。还好
在进入到8月之后， 球队的状态逐渐有
了起色，而且上港一次又一次的放虎归
山给了恒大这头“华南虎”重新“证明”
自己的机会。

而在恒大一向引以为傲的亚冠赛
场，虽然这一次他们没有重蹈2016年小
组赛出局的覆辙，但之后的淘汰赛恒大
踢得磕磕绊绊， 直到0∶4完败在上港脚
下。即使此后在主场曾经一度非常接近
逆转， 但最终那也只是一个美好的幻
想。 这样的耻辱出局，是过去几年中难
以想象的。恒大还能够在联赛中称霸有
自身冠军底蕴气质的内在原因，也有着
竞争对手经验不足在关键时刻总是错
失好局的外在原因，从双方两回合较量
以及恒大与其他中超强队的对阵来看，
“华南虎”已经失去了对联赛的统治力。
此外，一向不被恒大重视的足协杯赛场
也被上港淘汰，可以说恒大已经从全方
位感受到了新势力带给自己的压力，让
球队有些喘不过气。

七年之痒， 看恒大变化

我们可以说恒大是中超金元足球
的 “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并不是个褒
义词， 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广
州恒大能够统治中国足坛7年的时间并
非偶然事件， 可以说是经过长久的酝
酿与相对来讲较为职业化的管理换来
的成绩。 广州恒大不是广州人的广州
队， 而是要做中国人的恒大队， 这是
许家印的终极目标， 这支球队为他带
来了太多太多。

回顾恒大的历史， 事实上很难给
他一个定义。 草根的逆袭故事？ 并不
是， 恒大这么肯花钱， 绝对算不上逆
袭； 富二代 “创业” 成功？ 这好像也
算不上， 毕竟许老板也是个 “粤漂”，
他的生存土壤和经历的辛酸远不是拼
爹的人们可以比拟的。 所以， 恒大是
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 有人说是他
们救了中国足球， 也有人说是他们毁
了中国足球， 但无论你怎么说， 吹也
好黑也罢， 他们就是一支成功的球队。

最让笔者佩服的是恒大对于球队
的发展方向始终抱有明确的目标， 也
就是说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是很
多中超老牌俱乐部都应该去学习的 。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年李章洙带领球
队在中超的成绩并不差， 但最终球队
毅然决然换掉韩国铁帅， 因为球队需
要里皮这样的世界级名帅来带领他们

走向更高的巅峰。 2015年， 卡纳瓦罗
作为一个新人教练， 球队当时的成绩
绝对说得过去， 但高层还是拿下了意
大利人， 改用斯科拉里。 反观其他球
队， 又有多少球队无论是保级还是争
夺亚冠资格 ， 在球队陷入困难 ， 需
要主教练来 “背锅” 的时候， 当换不
换 ， 左右摇摆 ， 最终耽误了整个 赛
季 。 而目前大菲尔即将离任也是延
续了这个思路， 笔者曾经和一位广州
的记者交流 ， 在他看来斯科拉里并
没有给球队带来什么质的提升， 更多
是靠着 “续命大法 ” 来硬撑 ， 这样
的 教练已经难以应对球队未来的发
展了。

恒大的经营思路众所周知———囤
积优秀国脚和高水平外援的 “高尖端
战略”， 但目前的市场行情已经不可与
7年前同日而语， 毕竟那个时候各家球
队还没有这种军备竞赛的意识。 但现
在已经不同， 华夏幸福等新生力量的
出现不会再给恒大独自分享国脚资源
的机会。 当年球队可以迎来旅欧失意
的郑智、 在申花不得志的郜林、 在大
连风声水起的于汉超……但在未来 ，
这些只能是美好的回忆。

穷则变， 变则通， 2017赛季虽然
略显失败， 但回顾过往看今朝， 恒大
如果把今年的种种现象做一个具体分
析， 加上过往的决断力， 球队再次崛
起只是时间问题。

□纪盈达

恒大面临“七年之痒”
2017赛季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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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7连冠领先优势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