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轮战罢0主帅被炒

频繁换帅曾是中超“特色”

不过， 没有主帅下课并不意
味着本赛季中超联赛球队普遍表
现好于预期， 比如目前降级区中
的河北华夏幸福、北京人和，在9
轮过后仅积5分，在技战术打法以
及战斗力上表现得十分糟糕。 排
在中超下游的上海申花、 大连一
方以及天津天海也都让人难言满
意， 其中不少球队主场响起过主
帅“下课”的声音。

就连鲁能主帅李霄鹏， 虽然
目前率队排在中超第5、 在亚冠
小组中提前出线， 但也因战术打
法单一的问题， 被不少球迷怒喊
“下课”。

但去年同期却是另一番景
象。大连一方主帅马林仅带队3轮
就被迫交出帅印， 此后名帅卡佩
罗主动向江苏苏宁提出辞呈，河
南建业主帅塔拉季奇也因战绩不
佳被俱乐部解约。

到了联赛半程， 名帅佩莱格
里尼、曼萨诺、本托先后离任，更
换主帅的球队多达6支， 近乎一
半。巧合的是，在2017赛季上半程
下课的主帅也是6人。

频繁更换主帅， 凸显出最大
的原因是缺乏耐心。 不少俱乐部
花费重金引进名帅， 但没有给这
些名帅足够的时间。

一些国外球队在这方面做得
更好， 最鲜活的例子是如今的利
物浦。球队在2015-2016赛季初邀
请克洛普接替罗杰斯， 当季球队
最终仅列第8，但球队依旧给予克
洛普耐心来改造阵容， 经过接下
来3年的不断引援调整和技战术

打磨， 利物浦已经成为目前欧洲
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 现任大
连一方主帅的崔康熙， 此前在韩
国全北现代带队14年， 将全北从
平民球队一步步打造成韩国霸
主、亚洲一流球队。

中国足球对换帅更理性

令人欣慰的是，相较于以往，
本赛季中超球队在换帅的问题上
变得更加趋于理性和富有耐心，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比如之前的广州富力， 当斯
托伊科维奇率领的球队打法不再
“美丽”，后防漏洞频出，被苏宁狂
灌5球后，富力辟谣换帅传闻力挺
主帅。 球队之后的状态也有所回
暖，在3场联赛中拿下2胜，仅客场
负于上赛季冠军上海上港。

拥有大牌外援、 在赛季开始
前引进众多实力内援的大连一方
目前仅列倒数第四， 这样的成绩
显然不理想。 但万达董事长王健
林在之前的讲话中明确支持崔康
熙， 俱乐部也针对换帅传言强势
辟谣。 虽然球队成绩未出现较大
起色，甚至在主场负于“升班马”
武汉卓尔延续不胜， 但俱乐部高
层在强烈舆论压力下依旧没有换
帅的想法见诸报端。

开赛2平3负的建业， 更是没
有急于换掉王宝山， 近期球队渐
入佳境，接连拿下劲旅苏宁、战胜
保级对手北京人和以及河北华夏
幸福，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从积
分榜末端攀升至中游。

除了中超， 本赛季中甲联赛
球队在换帅问题上同样趋于理
性，目前仅仅有2名主帅离任。 在

13日，深陷转让风波的四川FC同
意了黎兵的辞职申请， 在资金难
以保障的情况下打到第9的位置，
双方最终解约显然不是技战术层
面的问题。

另一位离任主帅佩特莱斯库
在新赛季带队仅2场的情况下不
辞而别， 返回罗马尼亚联赛执教
克鲁日， 贵州恒丰面对佩帅的单
方面解约， 只能临时拉来中方教
练组组长郝海涛接任。有消息称，
佩特莱斯库为了离开贵州恒丰，
放弃了今年所有的工资和奖金。

理性源自认知更深入

决定一支球队主帅下课与否
的因素有很多。不得不说，除了技
战术因素外， 经济方面的考量也
成为重要因素。在本赛季中超、中
甲实行“投资帽”政策的背景下，
球队在换帅时也要掂量自身投资
限额的空间， 再也不能像以往一
样，动辄花费不菲解雇国外名帅。

甚至从聘请教练时， 一些国
内球队就放弃以往一味追求大牌
教练的思路， 而是选择适合自己
的教练，比如苏宁的奥拉罗尤、河
南建业的王宝山以及重庆斯威的
小克鲁伊夫等等。 除了经济因素
外， 国内球队这么做也是源于对
足球认知的深入。

随着联赛的深入， 不排除会
有部分成绩依旧未见起色的球队
选择换帅，但就本赛季来说，中超
球队在这一问题上， 还是取得了
不小的进步。投资人、俱乐部更加
具备耐心， 对联赛甚至中国足球
的发展来说，都无疑是好事。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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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超超球球队队今今年年普普遍遍更更具具耐耐心心

本报讯 （记者陈曦 ） 近
日， 西长安街地区第二届 “红
墙杯” 职工文化体育季开幕。
记者了解到， 本届文化体育季
活动将持续至9月， 除开幕式
当日比赛， 还将安排羽毛球比
赛、 象棋比赛、 扑克牌比赛、
千人健步走等多项赛事， 预计
将有超过1500名职工参与。

开幕式上， 人民大会堂宾
馆代表队、 北京华堂机电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代表队、 北京隆
盛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队等15支单位代表队一一亮
相。 随后， 400余位运动员参
加了拔河比赛、 勇往直前、 团
体跳绳、 团体定点投篮、 30米

托球接力跑等比赛。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主席

陈金喜表示， “红墙文化” 是
西长安街街道多年来打造的文
化品牌， 街道总工会紧紧围绕
“红墙意识”， 深入开展 “红墙
杯” 职工文化体育季就是要把
中国工会十七大和北京市工会
十四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会工
作中， 把 “服务” 二字摆在最
突出的位置， 增强工会组织的
凝聚力和影响力。 通过开展多
样化的文体活动， 增强职工的
获得感， 为推动地区工运事业
发展， 构建和谐、 首善、 魅力
西长安街提供精神动力和有力
支撑。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前不久 ， 由顺义区李桥镇总
工会主办的2019年象棋团体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 来自全
镇各企业 、 联合会28家代表
队， 共计100余名职工象棋爱
好者上阵对弈。

据 介 绍 ， 本 次 比 赛 以
“弘扬传统文化 棋聚魅力李
桥 ” 为主题 。 比赛采用 “团
体分台定人制”， 各队领队抽
签确定参赛队序号 ， 首轮比
赛序号临近相遇 ， 第二轮起
按积分高低由电脑随机编排，
共进行七轮比赛。

在比赛中 ， 大家不分年
龄大小同台竞技， 各显身手，
斗志昂扬 ， 相互勉励 ， 不拼

年龄 ， 拼的是棋技和反应能
力 。 参赛选手表示 ， “随着
网络的快速发展 ， 手机上下
棋变得更加方便 ， 而面对面
的厮杀变得难能可贵。”

据悉 ， 本次象棋赛的举
行给李桥镇棋友搭建了一个
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 ， 也将
逐步培养成李桥镇群众性品
牌赛事活动 。 李桥镇总工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下一步 ，
该镇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 ， 一方面为群众搭
建平台 ， 提供相互切磋 、 交
流的机会 ， 另一方面以活动
为载体 ， 不断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提升
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北京
奥运博物馆 “全球奥运藏品征集
活动” 日前进行了捐赠品的第二
期专家论证会， 专家们对2018年
11月至2019年3月征集来的4825
件套5568件捐赠品一一进行了点
评与论证。

由北京奥运博物馆举办的
“全球奥运藏品征集活动” 是一
项面向全球参与奥运、 热爱奥运
的组织和个人发起的， 广泛收集
与奥运相关的具有珍藏意义的物
品的活动。 “全球奥运藏品征集
活动” 启动九个月以来， 北京奥
运博物馆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众
多捐赠藏品， 其中不仅有北京奥
运会上给人留下无限回忆的奥运
火炬、 纪念章、 景观旗， 还有许
多颇有收藏价值的奥运书籍、 纪
念邮品、 明信片、 文献资料、 影
像资料， 以及一些与北京乃至中
国参与、 筹办和举办奥运密切相
关的藏品。

截至2018年11月， 北京奥运

博物馆经过专家评审入藏的藏品
达到87件套205件 。 在2018年11
月至2019年3月的征集过程中 ，
北京奥运博物馆收到的捐赠藏品
共计4825件套5568件。

“这些捐赠品看起来很亲
切。 可以看到当时参与北京奥运
会的单位很多。 这些物品人们珍

藏 了 十 年 ， 都 是 很 珍 贵 的 东
西 。 这段历史是属于北京的 ，
是全民参与的共同记忆。” 评审
专家评价。

据介绍，“全球奥运藏品征集
活动” 第二期专家论证会已经结
束，但是藏品征集还在进行中。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

5000余捐赠品入围“全球奥运藏品征集活动”

李桥镇总工会举办职工象棋比赛

西西长长安安街街
第第二二届届职职工工文文化化体体育育季季开开幕幕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第二
届春日健步走” 活动日前于顺
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举行。 来
自中关村顺义园机关、 科创集
团及入区企业干部职工共计
800人参加。

据了解， 此次活动以 “携
手健步走， 聚力科技园” 为主
题 ， 分为交流宣传 、 开场表
演、 赛前热身、 5公里比赛等

几个环节。 活动开始前中关村
顺义园工会还特设立了 “北京
工会 12351” 手机APP、 建会
宣传活动及职工沟通会活动专
区， 在组织活动的同时， 进一
步增进了与企业职工之间的
交流。

中关村顺义园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
健步走的形式， 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 提升园区凝聚力。

2019赛季中超联赛战罢9轮， 相较于以往， 今年的中超球队似乎更具耐心和
理性， 在联赛进行到1/3节点时， 尚未有主帅被炒。 而在去年同期， 中超已有3位
主帅 “下课”， 到了半程更有多达6支球队换帅。 即便是本赛季中甲， 也仅仅有两
名主帅离队， 而且黎兵和佩特莱斯库都是主动递交辞呈， 并非因战绩不佳被解雇。

百余职工对弈打响团体赛

中关村顺义园举办
园区第二届春日健步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