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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超超升升班班马马
都都 是是 什什 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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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盈达

2019赛季的中甲联
赛已经在前不久落下帷
幕， 青岛黄海和石家庄
永昌成了最终赢家， 将
会参加明年的中超联
赛。 这两支球队都是什
么来头？

青岛黄海主场 1 ∶2不敌南通支
云， 即便如此球队还是毫无悬念地
拿下了2019赛季的中甲联赛冠军 ，
并且早前已提前完成冲超任务。 时
隔6年之后，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
市又有了自己的中超球队。 只不过
不再是人们熟悉的中能， 而是黄海。
主场也不再是古老的天泰， 而是更
加现代化的国信。 从赛季初， 人们
就已经隐约感觉到黄海在2019年冲
超只是时间问题， 这支在中甲努力
多时的球队， 终于破茧成蝶。

克莱奥、 瓦兹特、 王栋、 杨宇、
亚亚·图雷、 巴力……一众在中国足
坛令人熟悉的名字， 这就是青岛黄
海所拥有的中甲超豪华阵容， 这让
他们从赛季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冲
超的基本条件。 尤其是前英超球星
亚亚·图雷的加盟， 无疑是青岛黄海
在冲超路上的重量级砝码。 从年初
的转会绯闻， 再到夏天的正式报到，
亚亚·图雷以中甲史上最大牌球星的
身份， 凭借自己的经验帮助青岛足
球实现了突破。 除此之外， 恒大旧
将克莱奥， 昔日长春亚泰的中超冠
军功臣王栋等老将的表现都令人印
象深刻。

从2015年黄海制药入主俱乐部
之后， 这支球队的主场队服就变成
了和西甲豪门巴塞罗那一样的红蓝
配色。 由于球队始终贯彻传控打法，
球迷们也戏称他们为 “中甲巴萨”。
如今， 他们已经升入中超， 是否会
成为中超的巴萨？ 这还要留一个大
大的问号 。 因为球队之所以能在
2019赛季完成冲超大业， 很大一个

原因就是球队在赛季初得到了青岛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青岛黄海获得
了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港、 青岛啤
酒集团等一众青岛本土企业的大力
支持 ， 解决了财政上的后顾之忧 ，
这才使得球队的整体实力有了一个
本质上的提升， 得以顺利冲超。 否
则仅凭黄海制药集团的财力， 是很
难维持这支球队的运营的， 更不要
提冲超了。

青岛黄海这支球队的前中后三
条线在中甲联赛中都算得上是顶级，
30轮联赛打进59球， 是中甲进攻火
力最猛的球队 。 防守端丢掉36球 ，
也属于中上游水平。 然而， 这套阵
容升入中超之后就很难说了。

与不少中甲球队一样， 黄海的
主力阵容中也有不少的中超经验丰
富的老将 ， 例如已经38岁的王栋 ，
其余几名核心外援年龄也已经不小
了。 而其他相对年轻的本土球员中，
有中超经验的球员不多， 这势必会
导致他们的本土球员水平较差。 通
过这几个赛季中超升班马的情况来
看， 一支球队成绩不好未必是没有
花钱引进大牌外援 ， 被本土球员
水平拖 后 腿 的 可 能 性 反 倒 更 大 。
大连一方和深圳佳兆业都是很典
型的例子 。 青岛市政府主持工作 ，
让球队财力有了保障， 但升班马究
竟对正处在当打之年的本土优秀球
员有多少吸引力， 这还要打上一个
问号。

由此看来， 黄海制药董事长王
泽楷接受采访时表示2020年球队的
目标就是保级， 也算得上务实。

1102天， 石家庄永昌再次回到
了中超赛场， 尽管过程显得十分曲
折， 但无论如何这还是让球迷们爽
了一把。 永昌重返中超联赛， 无疑
给当下正处在低谷之中的河北足球
一记强心针。 即使双方球迷之间水
火不容， 但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官
方还是给永昌送上了祝贺。

人们依然记得在2015赛季给人
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支中超升班马。
永昌在当赛季的主场首秀中就险些
逼平当时如日中天的广州恒大， 即
便赛季中期有过一段长达8轮的不胜
纪录， 但紧接着他们就扭转颓势迎
来14场不败。 石家庄永昌也成为了
那个赛季中超联赛中最为难缠的一
个对手。 但转眼到了2016年， 中超
升班马的二年级综合征就找上门来，
赛季末石家庄永昌告别中超。 谁知
道这一等就是1102天的时间。

永昌能够在2019年完成冲超 ，
这本身就是一种惊喜， 或者说是一
种刺激。 毕竟， 他们在赛季初的目
标并非冲超。 在2019赛季中甲联赛
的最后一轮之前， 石家庄永昌是希
望最小的那一个。 人们普遍认为贵
州恒丰会借助前一轮积分榜逆转长
春亚泰的余威， 客场一举战胜无欲
无求的北体大。 而极度渴望冲超的
亚泰也绝不会在赛前就决定大轮换
的黑龙江兄弟身上翻车。 没想到的
是， 这两种人们意识中不可能发生
的极端情况一同发生了。 当臧一锋
和穆里奇先后破门之后大局已定 ，
石家庄时隔3年将再次拥有自己的中
超球队。

赛后， 主帅古比特难掩激动之
情， 在看台前跪地答谢球迷的支持。

我们很难得知这位履历极其丰富的
美籍伊朗人在当时内心究竟有着怎
样的活动 ， 但他一定是不平静的 ，
不仅仅是因为球队冲超， 他和他的
球队将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中超 ，
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平心而论， 永昌俱乐部冲超的
动力令外界怀疑， 因为这支球队现
阶段的整体实力远达不到中超的水
平， 除了经验丰富的外援穆里奇和
几名本土球员有过一定的中超经历
之外， 大部分主力队员都不具备顶
级联赛经验， 而且一些位置上的主
力和替补队员都老化严重， 急需补
强， 比如那条30轮丢42球的糟糕防
线。 但如何补强？ 归根结底是钱的
问题。 2015年第一次冲超， 永昌靠
着寻觅一些中超弃将勉强度日， 但
很快就原形毕露， 这一次所面临的
形势只会更加严酷。

而永昌的这种窘境也是当下中
国低级别联赛的一种怪相， 每当到
了升级关键战役， 总要莫名其妙出
现问题。 球迷们不禁质疑： “某某
队想升级吗？” 确实， 这是一个很现
实的问题， 在当今中超投入水涨船
高， 仅保级就需要1.5亿人民币， 且
中甲都要花大钱砸外援的泡沫环境
下， 没有钱很难玩得起足球。 以永
昌地产的财力， 他们没有资本赔本
赚吆喝， 玩一玩中甲还能勉强维持，
中超他们想都不敢想。

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在贵州
和长春两队的 “你谦我让 ” 之下 ，
石家庄永昌和一众球迷究竟是该开
心还是苦恼呢？ 不知道这是石家庄
足球与河北足球的悲哀， 还是中国
足球的悲哀。

开开心心苦苦恼恼不不好好说说““突突如如其其来来””的的升升超超资资格格石家庄永昌：
冲冲超超只只是是时时间间问问题题青岛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