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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林匹克
公园遭纵火
4 名嫌犯被捕

新华社圣保罗 1 月 7 日体育
专电（记者 姬烨）据巴西《环球
体育》7 日报道， 里约奥运会奥林
匹克公园下午突然起火， 而 4 名
涉嫌纵火的嫌犯已被捕。

数名奥林匹克公园建筑工人
7 日进行了抗议示威，他们宣称在
去年 12 月遭到解雇，但并未领到
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抗议示威后，
在奥林匹克公园内的网球馆旁
边，一个集装箱突然起火，火势不
大，消防人员迅速控制了火势。 官
方表示， 这起火灾没有损坏奥运
场馆设施，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火灾发生后， 里约警方逮捕
了 4 名涉嫌纵火的嫌犯， 他们有
可能也参加了当天的抗议示威。

里约奥运会将于今年 8 月 5
日开幕，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奥
林 匹 克 公 园 的 施 工 进 度 已 达
95%。

国际田联前司库
和前主席之子
被终身逐出田坛

新华社巴黎 1 月 7 日体育专电
国际田联道德委员会 7 日宣布，对
故意掩盖俄罗斯田径选手兴奋剂丑
闻的前国际田联司库、 前俄罗斯运
动员联合会主席瓦·巴拉克尼舍夫，
以及前国际田联主席拉·迪亚克之
子帕·迪亚克实行终身逐出田坛的
处罚。

该委员会同时还对俄罗斯田径
教练阿·梅尔尼科夫实行终身禁令，
对国际田联前反兴奋剂主管盖·多
尔禁职五年。帕·迪亚克和巴拉克尼
舍夫还被处以 25000美元的罚款。

道德委员会在公告中称：“和他
们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相比， 这些
处罚一点不过分。 ”

帕·迪亚克是国际田联的市场
开发顾问，他和他的父亲（去年 8 月
已经离职） 以及巴拉克尼舍夫目前
正在接受法国警方调查， 罪名是涉
嫌收受巨额钱款帮助掩盖俄罗斯田
径兴奋剂丑闻。 其中，拉·迪亚克一
人就涉嫌接受 100万欧元贿赂。

据悉，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将于
1 月 14 日公布国际田坛兴奋剂调
查报告的第二部分， 将曝光更多兴
奋剂丑闻。

科比继续领先
NBA 全明星票选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7 日体育
专电 正在进行的 2016 年 NBA 全
明星赛票选中， 已宣布将在本赛季
之后退役的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继
续领先。

根据 NBA 联盟提供的数据，迄
今为止，科比已获得 126.2118 万张
选票， 领先金州勇士队的当家球星
库里 30多万张。

克利夫兰骑士队的詹姆斯目前
排名第三， 他以 63.6388 万张选票
在东部球星中保持领先。

曾 17 次入选 NBA 全明星阵容
的科比在 2015年 11 月宣布， 他将
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

第 65 届 NBA 全明星赛将于 2
月 14日在多伦多举行，全明星票选
活动将在 1月 18日结束。

里约奥运会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体育专电
（记者 公兵 郑道锦 岳东兴） 中国
足协 8 日宣布， 中国国家男足主教
练、 法国人阿兰·佩兰“下课”。 同
时， 中国足协即将启动国家队新帅
选聘工作。

中国足协 8 日在官网宣布了这一

消息。 消息称，中国足协经与佩兰友好
协商，决定佩兰自即日起不再担任中国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协会随即将启动国
家队新帅选聘工作。

此外，国足新任主帅很有可能在国
足下场世预赛（3 月 24 日）进行之前选
拔完成，新主帅有望带队参赛。

从神坛上
到“替罪羊”
———佩兰与国足的 23个月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王浩宇

从上任初的低调平淡，到亚洲杯上惊
艳的三连胜，再到两次“港囧”后的世预赛
之耻， 国足史上第八任外籍主帅佩兰，难
逃前任们的宿命，又一次在世界杯濒临出
局的悬崖边上，成为中国男足自上而下最
直接的“替罪羊”。 而这一刻，距离中国足
协与法国人的牵手，还不到整 23个月。

在走马灯似的又一任主帅离任后，国
家队的建设重回原点，没有尽头的“折返
跑”似乎又将开始，这无疑让所有热爱中
国足球的人，痛心到极点、寒心到麻木。

那么， 该如何评判佩兰的功过是非？
他是国足被打回原型的罪魁祸首吗？他的
水平真的不足以执教中国男足吗？而否定
他的用人， 按照局外人心目中的战术安
排，且先不提卡塔尔，中国男足真的能够
完胜中国香港，跻身 12强赛吗？

这些未解的问题，可能在佩兰离去时
无人再想去思考，但若想让中国足球不再
重蹈覆辙，国家队的规划不再一次次打水
漂， 管理者们必须系统而谨慎地思考：这
一次， 中国男足到底要选什么样的主帅？
国家队的建设和目标，到底该有怎样符合
规律和实际的谋划？

从佩兰在 2014年上任之初， 外界就
不太看好足协的这次选择。原因与以往相
似，他不是世界名帅，也算不上世界一线
教练，一旦成绩出现问题，很可能与前任
们一样，上到足协，下到球队，毫无权威性
可言，最终难逃“下课”宿命。现在回头看，
一切都是那么相似。

在“佩兰是谁？ ”的疑问中，法国人执
教的头半年，也只能用平淡形容，第一期
集训和系列热身赛上，曾以 1：3不敌马里
队，当时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相比之下，
国足一度被冠以“特能输”的调侃称号。对
于“佩家军”， 外界的关注度几乎降到冰

点。
然而，当年 7月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

活动中，佩兰在接受本社专访时，曾认真
地告诉记者，在亚洲杯的“大考”磨练之
后，他的目标是“要把中国男足带到亚洲
前五”，以打进俄罗斯世界杯。 当时，这一
目标被广泛质疑，但 6个月之后的澳大利
亚，随着“任性国足”面貌焕然一新，法国
人似乎正在一步步兑现承诺。

进入 2015， 国足在亚洲杯历史上首
次取得小组三连胜， 打出了多年来罕见
的韧劲、血性和战术素养，更有网友还
善意吐槽，“连国足都出线了，你还有什
么理由……” 足见当时中国男足带给大家
的希望。那时，佩兰也走上了国足帅位的巅
峰时刻，用人科学、战术适用、低调务实、全
队凝聚力强……外界对于法国人和“佩家
军”一度好评如潮。 在成绩的光环下，这些
评价是否客观，鲜有人去探讨，但可以肯定
的是， 那时的佩兰赢得了绝对的权威和信
任， 他也有了底气和魄力， 按照自己的设
想，开始了进一步的球队建设，并以比赛
态度为由，敢于对一些主力球员说不。

然而，不到半年后，到了竞争更为激
烈的世预赛上，国足突然就“断电”了。 不
论是面对弱旅马尔代夫， 还是劲敌卡塔
尔，“佩家军”在场上的表现，毫无成熟打
法可言，总是时好时坏，令人揪心。伴随成
绩的动荡， 对佩兰的质疑声多了起来，比
如，他弃用了外界眼中的实力派球员———
蒿俊闵、郜林、张稀哲、黄博文等；比如，他
的临场指挥也在关键场次过于保守，换人
不及时等等。 伴随舆论压力，国足状态没
有改观，第二次“港囧”之后，他们濒临出
局，而对佩兰的批评声和信任危机，也到
了极点， 这成为他离任的“最后一根稻
草”。

中国足协宣布佩兰“下课”
同时启动国家队新帅选聘工作

足协需要向佩兰支付三个月薪水？
自从国足结束客场同中国香港队

比赛之后，佩兰就一直处于休假状态。
他原计划 1月 11日回到中国，准备冬
训。 可是中国足协去年十二月中下旬
主动取消了国家队的冬训计划，而且
是在先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才通知
的佩兰本人。 从这个细节不难看
出，双方的合作其实已经不可能再继
续下去。

2015 年圣诞节前后，足协正式通
知佩兰冬训被取消， 并希望他尽快回
到中国， 双方将就合作问题进行一个

深入的谈判。虽然没有直说，但佩兰其
实心里也很明白这个谈判意味着什
么。原计划 1月 11日回到北京的他不
得不更改机票，提前返京。经过简单的
休息调整过后， 佩兰当天下午来到中
国足协，正式同高层领导进行谈判。

中国足协明确告知佩兰双方将不
会继续合作， 这也就宣布了法国教练
团队正式下课。 不过由于佩兰同中国
足协的合同还在进行当中， 到三月才
正式结束， 恐怕需支付他三个月的工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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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林匹克
公园遭纵火
4 名嫌犯被捕

新华社圣保罗 1 月 7 日体育
专电（记者 姬烨）据巴西《环球
体育》7 日报道， 里约奥运会奥林
匹克公园下午突然起火， 而 4 名
涉嫌纵火的嫌犯已被捕。

数名奥林匹克公园建筑工人
7 日进行了抗议示威，他们宣称在
去年 12 月遭到解雇，但并未领到
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抗议示威后，
在奥林匹克公园内的网球馆旁
边，一个集装箱突然起火，火势不
大，消防人员迅速控制了火势。 官
方表示， 这起火灾没有损坏奥运
场馆设施，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火灾发生后， 里约警方逮捕
了 4 名涉嫌纵火的嫌犯， 他们有
可能也参加了当天的抗议示威。

里约奥运会将于今年 8 月 5
日开幕，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奥
林 匹 克 公 园 的 施 工 进 度 已 达
95%。

国际田联前司库
和前主席之子
被终身逐出田坛

新华社巴黎 1 月 7 日体育专电
国际田联道德委员会 7 日宣布，对
故意掩盖俄罗斯田径选手兴奋剂丑
闻的前国际田联司库、 前俄罗斯运
动员联合会主席瓦·巴拉克尼舍夫，
以及前国际田联主席拉·迪亚克之
子帕·迪亚克实行终身逐出田坛的
处罚。

该委员会同时还对俄罗斯田径
教练阿·梅尔尼科夫实行终身禁令，
对国际田联前反兴奋剂主管盖·多
尔禁职五年。帕·迪亚克和巴拉克尼
舍夫还被处以 25000美元的罚款。

道德委员会在公告中称：“和他
们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相比， 这些
处罚一点不过分。 ”

帕·迪亚克是国际田联的市场
开发顾问，他和他的父亲（去年 8 月
已经离职） 以及巴拉克尼舍夫目前
正在接受法国警方调查， 罪名是涉
嫌收受巨额钱款帮助掩盖俄罗斯田
径兴奋剂丑闻。 其中，拉·迪亚克一
人就涉嫌接受 100万欧元贿赂。

据悉，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将于
1 月 14 日公布国际田坛兴奋剂调
查报告的第二部分， 将曝光更多兴
奋剂丑闻。

科比继续领先
NBA 全明星票选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7 日体育
专电 正在进行的 2016 年 NBA 全
明星赛票选中， 已宣布将在本赛季
之后退役的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继
续领先。

根据 NBA 联盟提供的数据，迄
今为止，科比已获得 126.2118 万张
选票， 领先金州勇士队的当家球星
库里 30多万张。

克利夫兰骑士队的詹姆斯目前
排名第三， 他以 63.6388 万张选票
在东部球星中保持领先。

曾 17 次入选 NBA 全明星阵容
的科比在 2015年 11 月宣布， 他将
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

第 65 届 NBA 全明星赛将于 2
月 14日在多伦多举行，全明星票选
活动将在 1月 18日结束。

从神坛上
到“替罪羊”
———佩兰与国足的 23个月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王浩宇

从上任初的低调平淡，到亚洲杯上惊
艳的三连胜，再到两次“港囧”后的世预赛
之耻， 国足史上第八任外籍主帅佩兰，难
逃前任们的宿命，又一次在世界杯濒临出
局的悬崖边上，成为中国男足自上而下最
直接的“替罪羊”。 而这一刻，距离中国足
协与法国人的牵手，还不到整 23个月。

在走马灯似的又一任主帅离任后，国
家队的建设重回原点，没有尽头的“折返
跑”似乎又将开始，这无疑让所有热爱中
国足球的人，痛心到极点、寒心到麻木。

那么， 该如何评判佩兰的功过是非？
他是国足被打回原型的罪魁祸首吗？他的
水平真的不足以执教中国男足吗？而否定
他的用人， 按照局外人心目中的战术安
排，且先不提卡塔尔，中国男足真的能够
完胜中国香港，跻身 12强赛吗？

这些未解的问题，可能在佩兰离去时
无人再想去思考，但若想让中国足球不再
重蹈覆辙，国家队的规划不再一次次打水
漂， 管理者们必须系统而谨慎地思考：这
一次， 中国男足到底要选什么样的主帅？
国家队的建设和目标，到底该有怎样符合
规律和实际的谋划？

从佩兰在 2014年上任之初， 外界就
不太看好足协的这次选择。原因与以往相
似，他不是世界名帅，也算不上世界一线
教练，一旦成绩出现问题，很可能与前任
们一样，上到足协，下到球队，毫无权威性
可言，最终难逃“下课”宿命。现在回头看，
一切都是那么相似。

在“佩兰是谁？ ”的疑问中，法国人执
教的头半年，也只能用平淡形容，第一期
集训和系列热身赛上，曾以 1：3不敌马里
队，当时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相比之下，
国足一度被冠以“特能输”的调侃称号。对
于“佩家军”， 外界的关注度几乎降到冰

点。
然而，当年 7月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

活动中，佩兰在接受本社专访时，曾认真
地告诉记者，在亚洲杯的“大考”磨练之
后，他的目标是“要把中国男足带到亚洲
前五”，以打进俄罗斯世界杯。 当时，这一
目标被广泛质疑，但 6个月之后的澳大利
亚，随着“任性国足”面貌焕然一新，法国
人似乎正在一步步兑现承诺。

进入 2015， 国足在亚洲杯历史上首
次取得小组三连胜， 打出了多年来罕见
的韧劲、血性和战术素养，更有网友还
善意吐槽，“连国足都出线了，你还有什
么理由……” 足见当时中国男足带给大家
的希望。那时，佩兰也走上了国足帅位的巅
峰时刻，用人科学、战术适用、低调务实、全
队凝聚力强……外界对于法国人和“佩家
军”一度好评如潮。 在成绩的光环下，这些
评价是否客观，鲜有人去探讨，但可以肯定
的是， 那时的佩兰赢得了绝对的权威和信
任， 他也有了底气和魄力， 按照自己的设
想，开始了进一步的球队建设，并以比赛
态度为由，敢于对一些主力球员说不。

然而，不到半年后，到了竞争更为激
烈的世预赛上，国足突然就“断电”了。 不
论是面对弱旅马尔代夫， 还是劲敌卡塔
尔，“佩家军”在场上的表现，毫无成熟打
法可言，总是时好时坏，令人揪心。伴随成
绩的动荡， 对佩兰的质疑声多了起来，比
如，他弃用了外界眼中的实力派球员———
蒿俊闵、郜林、张稀哲、黄博文等；比如，他
的临场指挥也在关键场次过于保守，换人
不及时等等。 伴随舆论压力，国足状态没
有改观，第二次“港囧”之后，他们濒临出
局，而对佩兰的批评声和信任危机，也到
了极点， 这成为他离任的“最后一根稻
草”。

足协需要向佩兰支付三个月薪水？
自从国足结束客场同中国香港队

比赛之后，佩兰就一直处于休假状态。
他原计划 1月 11日回到中国，准备冬
训。 可是中国足协去年十二月中下旬
主动取消了国家队的冬训计划，而且
是在先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才通知
的佩兰本人。 从这个细节不难看
出，双方的合作其实已经不可能再继
续下去。

2015 年圣诞节前后，足协正式通
知佩兰冬训被取消， 并希望他尽快回
到中国， 双方将就合作问题进行一个

深入的谈判。虽然没有直说，但佩兰其
实心里也很明白这个谈判意味着什
么。原计划 1月 11日回到北京的他不
得不更改机票，提前返京。经过简单的
休息调整过后， 佩兰当天下午来到中
国足协，正式同高层领导进行谈判。

中国足协明确告知佩兰双方将不
会继续合作， 这也就宣布了法国教练
团队正式下课。 不过由于佩兰同中国
足协的合同还在进行当中， 到三月才
正式结束， 恐怕需支付他三个月的工
资。

■
相
关
新
闻

田径

NBA

个人简介
� � 阿兰·佩兰，1956 年 10 月
7 日生于法国。 阿兰·佩兰在特
鲁瓦队成名，先后执教过南锡、
马赛、朴茨茅斯、索肖、里昂、圣
埃蒂安等多支球队。 2010 年开
始， 阿兰·佩兰开始在西亚执
教， 起初接手卡塔尔的阿尔科
尔队，此后转战卡塔尔国奥队，
还曾执教阿尔加拉法、 乌姆萨
拉尔等球队， 其本人与亚洲足
球的渊源颇深。2014 年 2 月 28
日， 中国足协在广东清远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阿兰·佩兰担
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新任主
教练。

� � 两次 “港囧”
之后，对佩兰的批
评声和信任危机
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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