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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合同 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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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西班牙著名教练卡马乔

正式和中国足协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

合同，成为中国男足历史上的第
!'

任主

帅，也是第七位“洋帅”。

据悉，卡马乔的任期从
!"$$

年
%

月

到
!"$(

年
$!

月，工作协议不会受到

!"$(

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成绩的影响。

卡马乔将带领自己的教练团队和两名中

方教练组成员一起上任。

卡马乔说，他非常明白从西班牙来

到中国的挑战，也能感受到压力，但自己

“从
$)

岁为皇家马德里效力开始就嫁给

了压力，喜欢面对压力”。

他明确表示，自己的任务分为两步，

首先是带领中国队进入
!"$(

年世界杯，

其次就是力争促进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韦迪表示，此

次选帅不同以往，目标不仅是出线，还更

看重加强青训体系的建设，“用
*

至
&

年

打造中国足球的风格”。他说，卡马乔将

会作为“中国足球青训方案的总设计师”

全面参与足协的青训工作。

为此次选帅工作出资的万达集团董

事长王健林认为，卡马乔是个优秀教练，

但“优秀教练和短时间出成绩并不是一回

事”，高水平教练应该给中国足球带来“技

术、战术、心理上的变化”。对此，他呼吁

“真正的中国球迷”应从支持卡马乔开始。

$%

天后，中国男足将开始
!+$(

年

巴西世界杯预选赛
!"

强赛的征程。卡马

乔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从这一刻开

始全力备战预选赛，从第一场第一分钟

直到最后一场最后一分钟。”

现年
&'

岁的西班牙人何塞·安东尼

奥·卡马乔，曾是西班牙著名的足球运动

员，曾是西班牙国家队和皇家马德里队

的主力左后卫。退役后成为教练，执教过

西班牙国家队。 彭雨

足协很大度 不设指标
新帅很豪爽 夸下海口

昨天上午翻开中国足球新一页

! ! ! !

昨天上午，中国男足新任主教练卡

马乔正式上任，任期
*

年。

目睹
!"

年中国男足之现状，除了一

次的欢欣———
!""$

年打进世界杯决赛

圈，剩下的都是悲情，而将这
!"

年串联

起来的，是一次次的选帅以及随之而来

的新帅上任。

如今，轮到
&'

岁的卡马乔“坐庄”

了。巧的是，中国球迷对卡马乔的第一印

象来自
!""!

年的韩日世界杯，这是中国

队唯一的一次世界杯决赛圈经历，也是

卡马乔
!"

年执教生涯的最高点———当

时他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

上午还不到
,

时，位于北京万达广

场
-

座的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七层大宴

会厅
*

号厅里，到处都是记者忙碌的身

影。楼下还停着一辆央视的转播车，他们

将在“风云足球”频道全程转播此次签约

仪式，为一位主教练的上任仪式进行直

播，这在央视也是第一次。

国家队是一国足球的脸面，不管成

绩如何，新帅上任都会激起媒体的极大

关注，尽管这已是近
!"

年里中国男足的

第九任主教练了。

印象中，中国足协也已有多年没将

聘请中国男足主教练的宣布仪式安排在

北京的五星级宾馆了，上次还是
!""(

年

聘请哈恩时安排在昆仑饭店。不经意间，

昨天在万达集团旗下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举行的签约仪式，打上了浓重的万达色

彩。

没有万达的介入，新一轮的新主帅

签约仪式不会在这个时候举行，尤其是

高洪波似乎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同情的时

候。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博弈，资本的力量

占据了上风，而理由倒也说得过去：“至

少我们对中国男足打进巴西世界杯还抱

有希望。”

上午
$"

时
(

分，卡马乔出现了，身

后是他的教练组成员：西班牙籍助理教

练卡塞隆、加斯帕、伽列哥，以及上届国

家队助理教练傅博、区楚良。

在签约仪式上，韦迪代表中国足协

正式宣布了对卡马乔主教练的任命，并

表示中国足协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开

阔的胸怀支持以卡马乔为首的教练组工

作，充分发挥外教团队的作用。

韦迪的另一番话更值得关注。他说，

聘请高水平外籍教练执掌国家队，是中

国足球当前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选择。

此次聘任工作，中国足协确定了不同于

以往的工作目标，对本届外教团队的工

作评价，不以出线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

唯一标准，而是增加了基础建设和长期

发展的工作目标，更加注重从青训体系

的重建、国字号梯队建设、教练员培养和

技术风格打造等基础建设性工作目标的

完成。因此，卡马乔工作协议的执行不会

受
!"$(

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成绩的影

响。

任期目标空前“宽松”的卡马乔表达

了他对中国足协信任的感谢。他说，中国

足球虽然目前水平还不高，但很有发展

潜力，他有信心带领中国队打进巴西世

界杯，“我非常清楚会面临非常大的挑

战，也想接手这一美丽的挑战”。

不管怎样，中国足球的新一页，从昨

天上午开始了。 彭雨

王健林：卡马乔是足协选的
费用超支仍支持

! ! ! !

昨天上午，卡马乔正式出任中国男

足国家队主帅。对于此前有关大连万达

和中国足协在选帅问题上的博弈，万达

董事长王健林在昨天会上正式表态，“卡

马乔是中国足协选出来的主教练，并不

是我选的，我只负责出钱。”

西班牙籍足球教练卡马乔将在今后

三年担任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率领

中国队出战巴西世界杯预选赛等多项世

界和洲际比赛。高洪波卸任之后，卡马乔

将率队参加即将到来的
!"

强赛的任务。

此前有关万达赞助中国足球一事使

得此番选帅的消息产生了若干个版本，

其中有关拍板卡马乔上任的最终决定是

由谁做出成为了问题的关键。王健林对

此辟谣，“卡马乔这个教练是足协选的，

而不是万达选的。我们和足协签约之后，

推荐过四五个教练，不光卡马乔一人，最

终足协定下卡马乔，上报总局。”

同时王健林还透露，“足协问过我的

意见，我只说你们定就可以了。而且他们

还和我打了招呼，说是聘请的费用比原

先超支了一些。”足协此次并没有公布卡

马乔团队的年薪，保守估计数额应该为

!""

万欧元左右。

王健林最后还呼吁球迷们能够给予

卡马乔以支持，“他执教过西班牙和好几

支西甲俱乐部球队，这是有原因的，他是

位能干的主教练。作为热爱中国足球的人

们，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支持他。”

六大优势助卡马乔入主
韦迪：

! ! ! !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韦迪
$(

日表示，六大优势帮助卡马乔

入主中国男足，卡帅将担任中国足球青

训体系总设计师。

韦迪介绍说，卡马乔及其团队的优

势一是来自世界足球强国，足球理念先

进，与当今西班牙队的技术风格和打法

一脉相承，并得到了西班牙足协和国际

足联专家的重点推荐；二是无论作为教

练员还是球员，均有参加世界杯、欧锦

赛和欧冠联赛的大赛经历，并同时拥有

在国字号队伍和欧洲多家职业俱乐部

执教的丰富经历；三是强调对队伍的管

理严格与纪律；四是强调团队建设，突

出国家队为国争光的责任；五是重视青

训体系建设，重视国家队与各职业俱乐

部的沟通与交流机制的建立；六是拥有

长期合作并共同经历大赛的教练团队；

其中既有在职业足球领域执教阅历丰

富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也有青训、选

材和教练员培训的专家，有两人是西班

牙足协的教练讲师和体能讲师。应该

说，这一技术团队较为全面，并且优势

互补。还有就是卡马乔和团队成员对来

华工作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诚意，这

些都符合当前中国足球发展阶段的需

求与国情现状。

韦迪称
.

相信男足国家队一定能够

在新任主教练带领下，通过共同努力，打

造出融合现代足球要素且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的技战术风格和打法，实现队伍实

力与比赛表现的大幅度提高；力争在不

久的将来，使中国在足球世界领域占据

应有的位置，使中国国家队成为世界足

坛有影响力的队伍。

卡马乔入主中国队的任务不仅是征

战世界杯预选赛，他还将帮助设计和打

造符合中国特色的技战术风格和人才培

养体系。

韦迪说：“下一步中国青训体系的建

设要请卡马乔参与，青训体系的总设计

师也是卡马乔。”

韦迪透露，中国足协已经聘请了数

名来自荷兰的青训专家，“我相信，这

些专家会为中国队构建好的青训体系；

我们也希望卡马乔对青训和国家队梯

队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为我们打

造符合中国足球特色的青训发展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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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多为作协主席”质疑

茅盾文学奖回应

! ! ! !

茅盾文学奖首轮投票结束，前
$"

名作者多为各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包括方

方、毕飞宇、刘醒龙、阿来、刘庆邦、关仁山等多人。对此，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

以下

简称茅奖
0

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近日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质疑称首轮投票结果靠

近公正，也存在遗珠之憾。称对质疑能够理解，不信任情绪背后有社会原因。

质疑 1：前 10名为何多是作协主席？

回应：评委会看作品不看身份

在今年茅奖首轮投票结果公布后，前
$+

名作者中省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占

到了
%

位，对此胡平表示说：“这个结果是比较靠近公正的，这是全体评委共同

努力的结果。当然也会存在遗珠之憾。”对于质疑声，胡平对此表示理解，他称不

信任情绪背后有社会原因。胡平说，中国作协和各级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很多，

绝大部分是有突出成就的作家，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提到他们时也会首先想到

他们是著名的作家，不至于首先想到他们是主席、副主席，评委会也不会以身份

取舍作品。

“从本届茅奖评委会来讲，是的确想把这个奖办好，办得公正、公开。”胡平介

绍说，今年评委会安排了实名制和大评委制，都是朝一个方向努力。“评得公正

了，才能引导后面的创作。”

胡平特别提到，作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新时期以来，中国众多的作家，在关

注普通人命运、关注底层生活方面，是突出和始终不渝的。所以，评委会只能看作

品，不能看身份。

质疑 2：网络作品为何多被淘汰？

回应：文学性不强选择余地小

今年茅奖首次纳入了网络文学参选，还邀请了网络文学专家加入评委组，不

过很多网络作品在首轮投票中就被淘汰。对此，胡平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是这次网络长篇小说报送的作品不多，组委会希望报来几十部有影响的作品，以

便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其次，他强调茅奖是重视“文学性”的奖，“譬如说，对小说语言和叙事技巧

的要求就很高，有些网络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不一定愿意讲究，太讲究了可能反

而影响受众面。有些网络文学又朝着加强文学性方面努力。所以，文学包括网

络文学都应该有分工和分野。有些读者量非常大的作品，不一定能获茅奖，就

是这个道理。”

“评奖是复杂多变的，就像一场足球赛，充满刺激和偶然性，谁也不能完全控

制，事先能做的只是制定规则。这次评奖，控制权掌握在
'$

个人手里，每人牵动

一根线，它们可能拉向不同方面，又产生合力。”在言语间，胡平也间接否认了关

于茅奖内定的传言。 综合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

《农民帝国》 蒋子龙
/

天津市作协主席
$

!

《推拿》 毕飞宇
/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

*

《蛙》 莫 言
/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家
$

(

《你在高原》 张 炜
/

山东省作协主席
$

&

《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中国作协全委委员）

'

《天行者》 刘醒龙（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

《遍地月光》 刘庆邦（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

《麦河》 关仁山（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

《生命树》 红 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

《水在时间之下》 方 方（湖北省作协主席）

《窃听风云 2》提前点映
三大型男 18日银幕再聚首

! ! ! !

本报讯 由麦兆辉、庄文强执导

兼编剧，尔冬升监制，古天乐、刘青云、

吴彦祖领衔主演的电影《窃听风云
!

》

$!

日晚在莱蒙中影东方国际影城推

出点映场，来自我市的媒体记者、影院

负责人、影评人和普通观众百余人参

加本次活动。

《窃听风云
!

》故事瞄准的是经济

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犯罪，缘起一宗平

常的交通事故，香港知名证券商罗敏

生
/

刘青云饰
1

的座驾被发现遭人窃

听，警方调查所得，窃听器属军事用

途，保安科介入案件，经总督察何智强

/

古天乐饰
1

查出，窃听者为一名退伍

军人司马念祖
/

吴彦祖饰
1

，警匪双方

展开了连场追逐。

观影结束后，大多数影迷大赞古

天乐、刘青云、吴彦祖三大型男演技了

得。影评人屈先生觉得：“所有关于金

融类犯罪的片子都有类似模式，都是

大鳄们非法操纵金融股市，主角以某

种方式了解到内幕，最后公布真相，大

家进个班房算作结局，但该片却有所

突破，延续了原先的班底，却没有延续

剧情发展。”大学生小白则认为，该片

加入了很多的感情戏份，黄奕、叶璇等

出演的女性角色都有出彩表现。更多

的观众则惊艳于影片“地主会”中几位

老戏骨的压阵，“麦庄二人的警匪片掌

控气场十分强大！”

据悉，该片将于
#%

日全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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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期待卡马乔带来“新空气”
! ! ! !

由于卡马乔本身在世界足坛的知

名度，在他落户中国足球的那一刻起，

就在球迷中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就

目前网络上的“民声”来看，中国球迷

对卡帅的到来还是欢迎的，希望卡帅

能给中国足球带来“新空气”。

“卡马乔既然来了，那么既来之则

安之，大力支持他，祝福国足！”网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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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上将祝福送给

了初来乍到的卡帅。

西班牙足球的战术理念傲立于世

界足坛的顶峰，身为西班牙名帅，卡马

乔自然也寄托了许多中国球迷希望看

到“中国美丽足球”的期望，“国足一直

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战术理

念，希望卡马乔的到来能带来适合中

国足球的理念，希望这是改变的开始，

多年之后中国足球将能够焕然一新！”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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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微博

上说。

而在一位名叫“一一微波炉”的网

友看来，先不管卡马乔能否给国足带

来战术上的飞跃，其铁腕治军的风格

最起码能提高球队的精气神，“希望卡

马乔这个硬汉能增强中国球员的心理

能量，以往大赛中中国球员往往未战

先怯，胆量不足”。

支持卡马乔的网友同时希望足

协能给予卡马乔更多的耐心，毕竟

足协选择卡帅不是将他看作一块临

时用的“创可贴”，而是希望他能从

根本上改变国足目前积弱的情况。

“必须静下心来耐心而痛苦地等待，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网友“大铜豌

豆”评述道。

除了“挺卡”的声音外，网友中也

出现了一些“倒卡”的言论，质疑卡马

乔虽然有着显赫的球员生涯，也挂着

“世界名帅”的头衔，可他本人实际的

执教经历并不算成功。“虽然作为球员

他很出色，但作为教练员他的成绩单

确实平平，而且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强，

容易和球员冲突。”网友“露露专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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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上说。

卡马乔上任后的第一场正式比

赛将是
,

月
!

日世预赛
!"

强赛主

场迎战新加坡，届时如果能率领球

队打一场漂亮的“开门红”，相信网

络上将会迅速刮起一股更强烈“挺

卡”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