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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休闲时光8日游（西宁起止全程0购物0自费） 1月21日、28日9880元/人 2月1日-8日 9180元/人 2月11日-29日 8180元/人
柬埔寨吴哥/金边/西港双飞8日游（兰州直飞柬埔寨）买一送一！ 1月12日、19日 2月2日、9日、16日、23日 1999元/人
芽庄8天7晚欢乐游（全程0自费西宁直飞芽庄） 1月7日、11日 3980元 14日、18日 4580元1月25日（春节）5580元 1月21日、28日 4980元
本州东京、大阪、奈良、京都、富士山温泉8日游 西宁成团 1月25日 8980元/人 3月24日（赏樱花最佳）65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荷兰5国12/13日游 西宁起止+快签 一价全含无自费 3月18日、20日 125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 1月27日（大年初三）6380元/人 2月14日-29日 4980元/人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金沙岛7/8日游（西宁起止全程白班机）1月4日/9日，2月20日/29日 2980元/人 1月18日，2月6日/15日 3280元/人 1月23日/2月1日 3680元
普吉岛斯米兰8日游 1月15日 4980元/人 1月22日 5980元/人 1月29日 5580元/人 2月5日 4980元/人 2月12日/19日 4580元/人 2月26日 3980元/人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1月11-19日 3980元/人 1月20-31日 5680元/人 2月1日-8日 46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11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 1月14日 4680元/人 1月21日 5280元/人 1月23日 5480元/人 1月28日 5680元/人
幸福海南双飞6日游（西宁直飞海口）天天发团 提前报名 3980元/人起

海南双飞6天 特价2950元 高品团3650元
越南芽庄 8天 3800元 泰国曼芭沙全含版9天4200元
台湾经典10天 直飞4200元 普吉岛8天440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天 5400元
海南+桂林三飞10天3800元 恩施大峡谷双卧7天180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双飞8天 3900元
云南大理丽江版纳4飞全陪班 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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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
者马邦杰 公兵）中国足协2日宣
布李铁就任新一届国足主教练。
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当日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较为详细地解释了
选择李铁的原因和逻辑。

为什么是李铁
刘奕表示，选择李铁担任国

足主帅绝非偶然，而是集思广益、
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说：“我们研究了李铁在武
汉卓尔和东亚杯时的带队表现。
卓尔是以 2019 年中甲联赛球员
为班底，但在李铁的带领下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大家都知道，他
在带队打东亚杯时，球队集训时
间非常短，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
的绝大部分国足球员也没入选。
我们感觉他指挥的三场比赛每场
都有明显进步。他带来的变化，
是我们未来想看到的变化。比如
说，前场高压，阵型的紧凑和严密，
后场由守门员发动组织进攻。他
带队时间很短，能让这些变化在局
部比赛的局部时段展现出来，我
们认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刘奕透露，李铁的精神气质
契合现在国家队的需求。他说：

“在与专家组的面试过程中，李铁
展示出极强的求胜欲望。他的精
神气质，是我们希望他能带到这
支国家队去的。精神的传递非常
重要，我们觉得，要打造一支能征
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主教练
的精神气质很重要。”

刘奕说，这次国足选帅坚持
一个原则：选择合适的教练，而不
是在选择洋教练和国产教练之间
纠结。

他说：“这次国足备战时间非
常紧张。我们需要一位短时间内
能凝聚球队的战斗力、统一思想
的主教练。我们觉得国内教练有
与生俱来的奉献精神和使命感，
同时，国内教练对球员细微的心
理变化和情绪变化的把握，也有
绝对优势。”

刘奕坦承，这次选帅也暴露
了国产优秀教练匮乏的问题，这
个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寻找解决
办法。

足协工作机制与思路的
本质突破

刘奕认为，追求国家队成绩，
应该是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地把
力争佳绩理解为急功近利。“但如
果我们不做体系建设，去片面追
求国家队成绩，我觉得就是急功
近利。”

“从 2002 年至今，我们男足
冲击世界杯，要么功亏一篑，要么
乏善可陈，都没有成功。我觉得，
中国足协要去思索总结原因是什
么。我认为，首先要从机制和思
路上发生革新和转变。以前，很
多人都是希望任命一个大牌教练
主帅，认为找到一个正确的主教

练就成功了。然而现在足球发达
国家和地区，绝对不是把所有的
希望都押在一位主教练身上。”刘
奕说。

“我们国家队备战，必须是强
大的体系支撑，‘依靠一个大牌教
练就能取得好成绩’这个观点，必
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
说。

刘奕表示，中国足协将为新
一届国足组建复合型团队，包括
体能教练、战术教练、体育科研专
家、分析师、医疗康复团队、情报
组和心理辅导组等。他说，中国
足协将从国内外大量引入适合的
专家进入团队。

“如果我们还是用过去的思
维，押宝某一个洋教练，认为他是
世界名帅，拿过世界冠军了，应该
没问题了。其实，答案不是那么
简单的。”刘奕说。

他 说 ：“ 我 们 要 解 决 国 足
2002 年以来重大比赛一直输的
难题。这需要我们机制和观念要
发生一次本质的突破。这样做，
不敢保证一定能赢球，但肯定能
增加赢球的概率；不做，赢球概率
就会大大降低。”

建立大国家队体系
刘奕说，中国足协将通过这

次国足重组的机会，建立大国家
队体系。

他说：“任何一个足球协会，
国家队成功是最重要的标杆，这
需要体系和方法。我们既要抓当
下，又要看未来。如果国家队备
战永远都是考前强化复习班，临
时抱佛脚，那就会永远处于被动
的局面。”

他表示，中国足协将参照足
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念，建立
大国家队体系，国家队、国奥、国
青、国少等各级球队，从整个的教
练员体系组成构架、评估体系、球
员的选拔机制到技战术风格，都
要统一。他称之为“大国管体
系”。

他说：“这次国足重建，是整
个大国管体系的启航。我们也告
诉李铁，国足必须要在大国管体
系中，发挥龙头作用。”

刘奕透露，对于中国各级国
家队以及中超联赛的重要比赛，
中国足协都安排两套专家组复盘
分析。一套人马由中国足协技术
总监克里斯·范普韦尔德带领，另
外一套人马由欧洲的技术团队组
成。这些专家正在从技术上为中
国足球的发展梳理思路。

他说：“我们正在尽力探索中
国足球的 DNA 和适合我们的技
战术风格。我们要找到我们提升
的空间和需要改进的板块在哪
里。”

刘奕认为，新一届中国足协
面临重重困难，时代召唤大家必
须要砥砺奋进，奋发有为。

李铁能否找到国足难题的答案
中国足协2日正式任命李铁为

国足主教练。为备战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 40 强赛下一阶段比
赛，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推荐，中
国足协研究批准，李铁出任国足主
教练。新一期国家队将于 1 月 5 日
在广州开始集训。

李铁曾代表国家队参加2002年

韩日世界杯，也曾在英超埃弗顿俱
乐部效力。退役后，他先后担任广
州恒大俱乐部助理教练、国足助理
教练、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主教练、
武汉卓尔俱乐部主教练以及国足选
拔队主教练。

中国足协表示，将全力支持主
教练李铁的团队，相信在主教练的

带领下，国足将会带着高度的使命
感和荣誉感，刻苦训练、科学备战，
努力打造一支“能征善战、作风优
良”的国家队，全力以赴踢好每一场
比赛。

李铁也成为职业化后最年轻的
国足主帅，那么，李铁的优势在哪
里？他即将面对哪些挑战？

里皮两次执掌国足，无论是亚
洲杯还是世预赛40强赛，国足阵容
都有一个巨大的短板——左后卫。
亚洲杯时期，里皮重用鲁能球员刘
洋，缺乏经验的刘洋无功无过，而在
世预赛中，国安左后卫李磊一度回
归，然而玻璃人的属性愈发明显，替
代者李帅则显得更是稚嫩。

在东亚杯上，李铁的首选是姜
至鹏，这位昔日富力飞翼近几年状
态下滑严重，还因为一脚飞踹闹出
舆论风波。最后一场对阵香港的比
赛中，李铁派上了王燊超，不过这位
后防大将也并不是这个位置的最佳
人选。

在右后卫位置上，王刚在与叙
利亚的比赛中被众多批评声音包
围，他也落选了新一期国家队名单，
代替者是李铁爱将明天以及苏宁悍
将吉翔。

东亚杯前两战中，李铁将明天
派上场，可是其表现不温不火，如今
再度入围，不知李铁是否会将明天
定格为主力。吉翔在东亚杯最后一
战中表现出色，还打进一粒头球。
最近几年，吉翔已被改造为右后卫，
身体强壮，速度不慢，战术执行力强
都是他的优势，而且他还有一脚定
位球特点。当然不能忽视唐淼，虽
然富力的防守不敢恭维，但他的传
中绝对能够为球队提供火力。

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锋无力。
前四场世预赛中，里皮使用了相同
的锋线配备，即艾克森、杨旭、武磊，
作为留洋希望的武磊必然是国足阵
中最不可撼动的一人，落选此次名
单因为并非FIFA比赛日。国足需要
高中锋，这样进攻才能立体，然而亚
洲杯时期表现突出的肖智长期养
伤，杨旭和董学升与其相比，硬度不
足，而且效率不稳，很多人呼吁让艾
克森回到中锋位置上，另一个边路
交给有单点爆破能力的球员，比如
曹赟定或韦世豪。

在卓尔，李铁使用了三中卫体
系，中场由李行梳理，前场交给埃弗
拉为首的外援，卓尔并不完全主打防
守反击，他们经常会在局部范围内做
出一些配合，而定位球也是他们的得
分利器。

但到了国家队赛场，没有姆
比亚这样的后防大闸，没有埃弗
拉这种快速尖刀，很容易出现攻不
进、守不住的情况。东亚杯上在面对
日韩两队时，国足选拔队粗糙的技术
让传接球都成了奢望，僵化的站位根

本没法应对对手的传递。末战对阵
中国香港，铁桶阵依旧让国足无所适
从，反倒是让对手几次反击吓得冷汗
连连。

最近几年，国家队的打法基本上

被里皮固定，讲求攻守平衡，而李铁此
前曾给里皮担任过助手，在他身边耳
濡目染多年，执教理念上势必有所传
承，如今国家队问题不少，想必李铁很

可能延续里皮的执教思路，以稳为主。
国足新一期集训名单如下：
广州恒大：艾克森、韦世豪、高准

翼、张琳芃、刘殿座；北京国安：于大宝、
张稀哲、池忠国、李可、李磊；上海上港：

蔡慧康、颜骏凌；江苏苏宁：李昂、
吉翔、吴曦；山东鲁能：刘彬彬、蒿
俊闵；武汉卓尔：明天、李行、刘云、

董春雨；河北华夏幸福：姜至鹏、董学
升；广州富力：唐淼；天津泰达：杨帆；天
津天海：杨旭；上海申花：曹赟定。

本报综合消息

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40强赛前半程，国足仅仅取得2
胜 1 平 1 负积 7 分，冲击 12 强赛的
形势不容乐观。如此危局下，临危
受命的李铁须在有限的备战时间
内迅速整合球队形成即战力。毕
竟，40 强赛后半程的四场比赛，场
场皆不容有失，唯有全胜国足才更
有把握涉险晋级12强赛。可以说，
李铁肩上的担子不轻。

第 一 重 压 力 是 要 跟 时 间 赛
跑。三月下旬，国足就将开启40强
赛下半程的征程，从二月份开始中
超诸队几乎将全力备战新赛季，所
以，留给李铁制订计划、选拔球员、
集训备战的时间非常紧张。 当
然，国足再战菲律宾、叙利亚是六
月初，可是考虑到中超联赛、亚冠
联赛均已开战等因素，留给李铁
备战练兵的时间及机会肯定不会
太多。

第二重压力是如何迅速选拔
球员、演练阵容和战术，形成即战
力。诸如武磊、艾克森、吴曦、蒿俊

闵、颜骏凌等人均是国足铁打主
力。除此之外，应该会有“新鲜血
液”入队，如此一来，李铁届时如何
选人，如何设置阵容，如何设计战
术打法，演练阵容打法又是否顺利
等，可谓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
且每一个环节均不容出错。

第 三 重 压 力 来 自 于 晋 级 压
力。考虑到叙利亚此后两轮对阵
马尔代夫与关岛，可以说，国足几
无可能夺取小组头名。国足想要
晋级12强赛，此后四场比赛均不容
有失，不拿满19分就极有可能止步
40强赛。

当然，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压
力。李铁上任后，还有一些潜在压
力环绕在其身边。例如，李铁能否
处理好与归化国脚的关系，一旦李
铁率队闯入12强赛，其执教前景的
不确定性。

故而综合上述种种可见，李铁
虽然成功当选国足主帅，但其要承
担的压力与要面对的困难，比外界
想象中的更大。

解决国足重大比赛一直输的难题

足协足协：：建立建立大国家队体系大国家队体系

里皮的难题李里皮的难题李
铁能解吗铁能解吗？？

李铁会移植卓尔的战术吗李铁会移植卓尔的战术吗？？

李铁面临三重压力临三重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