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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日历翻开新的一年。 对于

整年制赛季的东亚诸国联赛 ，

现下也意味着到了球队人员进

出最频繁的时期。

就在1月11日的11点11分

（东京时间）， 三浦知良正式宣

布与横滨FC续约一年，这一天，他

已是53岁10个月又13天。 选择这

个时间点对外宣布， 当然是三浦

知良有意为之 ，11号球衣几乎成

为他的象征。 在三浦知良作为职

业球员的35年里， 超过30年身披

所在俱乐部11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令世

界大变， 感谢所有帮助我度过困

难局面的人， 能在上赛季踢上球

令我满心欢喜。 就我个人而言，这

个赛季是不够的， 但我对足球的

野心和热情只增不减。 ”三浦知良

在续约宣言里， 再次重申了自己

对足球的爱，一如既往。

对于这位一直刷新着 J联赛

最年长出场纪录的老将， 其实网

络上有不少负面评价———“数据

刷子 ”“吉祥物 ”“阻挡年轻人成

长”云云，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

有类似的高分贝批评。 都不知道

该如何评说这些言论。 我们如今

生活在一个 “我只相信我愿意相

信的东西”的时代，而且大部分时

间里， 发表强烈反对声的人对自

己所评价的行业缺乏基本的理性

认知。

在50岁的年龄， 日复一日坚

持最残酷的训练， 并和自己儿子

辈的选手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

这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在反

对者看来， 这都是出乎竞技之外

的选择，是商业推动的行为。 但他

们不会去考虑，三浦知良不缺钱，

那么他前进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

他不断去挑战那些纪录的意义又

是什么？

又何止三浦知良。 就在这几

天， 日本足坛传出了多位老将继

续征战的消息———41岁的小野伸

二离开J2的琉球后回归J1联赛，加

盟老东家札幌冈萨多 ；40岁的玉

田圭司与长崎航海续约一年 ；39

岁的松井大辅远赴越南踢球 ；38

岁的大久保嘉人回归母队大阪樱

花， 一年不进球的他仍在梦想实

现J1进200球的目标……当然还有

同样40岁左右的远藤保仁、 中村

俊辅等人， 依然奋斗在职业足坛

第一线。 他们又都是为了什么？

这些曾经站上过最高峰的

人，仍然选择继续攀登。 没有发自

内心的热爱，根本不可能实现。 键

盘侠们或许见过山顶的风景———

通过他人拍下的作品， 但他们没

有体验过这一路的艰辛， 也绝无

可能知晓那份挑战的激情与执著

的热爱。 体育的本质也正是这种

超越利益的精神， 指引渺小的人

类逾越自己，逾越伟大。 而在功利

主义者眼里， 一切都只是不可为

人知的苟且罢了。

自说自画

●2021年中超联赛的冬季

转会窗口是从今年元旦开启

的。 要是在往年，转会市场有点

像大城市里的拍卖场， 闹猛非

常。 炙手可热的知名球员只要

有了自由身， 都会在拍卖场中

被豪门俱乐部抬价哄抢的。 球

员的薪酬抬上千万的不在少

数， 连签字费也有加价到数千

万之巨的。 外援如此， 内援一

样。 金元足球的温床就是不惜

铜钿银子抢人。 冬窗转会好似

岁末采办年货， 拉到篮里都是

菜。 哪怕囤积了再多的球员也

不管，朱门酒肉臭。 今年的冬窗

赶集冷清了。 中国足协的限薪

新政在吆喝了三年之后终于落

实于地了。 中超球员们薪水被

盖了帽，顶薪500万人民币。 豪

门贵族球队在转会市场上一掷千

金的报价被噤声了。 就是想私底

下弄出个私密阴阳合同来也不行

了。 行政规定一旦查实有这样的

勾当，相关俱乐部将要受到严惩，

罚款、扣分甚至降级。 不怕官，可

以。 不服管，法办。

●球队识相，球员也识相。 转

会市场尽管冷场，但秩序井然。 还

没见到有顶牛捣蛋的现象出现 。

当初竭尽力气反对足协限薪新政

的一些名记、名嘴、名宿也偃旗息

鼓了。 天下球迷都为限薪鼓掌喝

彩， 看来反对者们也感到了孤掌

难鸣了。 还有为此在硬撑的朋友

吗？ 上海人对难以支撑的坚持支

撑的态度称为硬撑、硬挺。 硬撑是

要别筋的。 支撑得没有一点名堂，

总归要摒勿劳、撅过去的。 因此也

为放弃了硬撑的朋友拍拍手。 在

江湖之中，识相、拎清很重要。 碰

了鼻头就要转弯。 撞得鼻青眼肿，

做啥？又不是削减侬的工资。侬不

必激动。

●去年中超的一些到了与俱

乐部合同期满的球员不愿与球队

续约，是在观望。 真的会实行500

万的工资帽吗？ 东张西望，犹犹豫

豫，心思活络。 上港球队里就有好

几个这样的队员。 如今也心死了，

足协的将令如山。 就算能有本事

跳出原来的东家之门， 到了新东

家那里还是500万薪水封顶。 想出

点花头经是无缝可钻的。 老老实

实、 实实在在为老东家打工才是

正着。 一遇变化就飘飘然，只是让

人见识了侬的人品了。 人品要比

球品重要，重要得多了。

勤俭节约
从冬训开始

泰山可移
为何龙门难跃

山东鲁能泰山和河南建业为

俱乐部更名都经历了一些波折。

因为关联公司名号中的 “泰

山”可移，所以山东鲁能泰山的球

迷很可能只是虚惊一场， 山东泰

山最后申报成功的可能性不小 。

相比之下， 河南建业改名的变数

就大多了。

建业看中的是洛阳文旅的投

资，本想通过更名+股权改革的一

揽子计划， 实现俱乐部的华丽转

身。 但从目前看，建业要想跃洛阳

这个“龙门”难度着实不小。

首先， 洛阳龙门不像山东泰

山那样有球迷的支持。 河南因为

只有一家中超俱乐部， 而且建业

又是河南足球的老字号， 将 “河

南”两个字拿掉，换成“洛阳”，已

经遭到不少河南球迷的强烈反

对。 如果不是为了请洛阳文旅接

盘，俱乐部当然也没有跃这个“龙

门”去冒犯球迷的必要。 其次，俱

乐部的潜在新股东洛阳文旅有很

多关联企业都有“洛阳龙门”四个

字， 洛阳文旅就算愿意像济南文

旅那样更改关联企业的名称为俱

乐部改名让路，也很难操作。

这些更名风波也提醒我们，将

来如果有带有俱乐部字样的企业

愿意投资足球， 是不是就没机会

了？ 比如，济南文旅旗下含有“泰

山”字样的那家子公司，其控股股

东是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这家公司显然是俱乐部潜在

的资本合作方。 但是，按照足协的

规则，将来凡是带有“泰山”字号的

企业，都不能投资山东泰山俱乐部

股权。 那么，这样的束缚对于俱乐

部的利弊关系到底如何？ 不仅如

此，将来俱乐部的股东，都无法参

股带有俱乐部名称的公司，反过来

会不会影响俱乐部稳定？这些都是

足协需要重视的。

逾越自己
逾越伟大

球品、人品

步入新年之后， 中超诸强

已经开始收队， 并纷纷开始南

下展开冬训。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以往热衷于出国拉练的中超球

队今年恐怕很难有机会前往欧

洲或西亚， 甚至连去往韩日的

可能性都不会很大。 而这其实

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帮助各俱

乐部省下一大笔开支。

这些年来， 各俱乐部冬训期

间比较热衷于海外拉练， 或是选

择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或是

选择西亚的迪拜或多哈。 这些地

方首先是训练场地的条件相当不

错， 加上天气也比较适合进行冬

训，因而成为首选之地。 当然，另

一个原因就是那里很容易找到球

队进行热身赛， 便于展开技战术

演练。 而经济条件相对一般的，则

选择韩日， 主要是那里的球队相

对较多，热身赛比较容易安排。

不过， 海外集训拉练带来的

一大现实问题就是支出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 像比较夸张、如今已经

不复存在的天津天海俱乐部 ，前

往阿布扎比集训时， 选择的酒店

是当地的七星级酒店。 姑且不说

其他，仅酒店就已经支付360万人

民币， 如果再加上场租费用 、交

通、一日三餐等，一次海外集训就

差不多耗费500万元人民币。 为的

就是“要排场”“有面子”！ 如今，在

疫情的冲击下，“后金元时代 ”的

中超俱乐部已经不得不考虑勤俭

节约的问题了。 新赛季前三家已

经聘请了外教的中超俱乐部无一

例外地选择了克罗地亚教练 ，很

重要一个因素就是 “性价比 ”合

适， 较以往动辄年薪上千万的所

谓“大牌教练 ”，至少在薪酬方面

已经大幅度下降。

随着冬训将展开，各队纷纷前

往南方进行集训，疫情让球队出国

受限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得

不说，选择像海口、昆明、广东省等

地组织冬训，在经费方面显然较前

往海外拉练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

甚至连一半都不用。这或许也是中

超更为务实的选择。在“寒冬”侵袭

中国足球的大背景下，“活着”恐怕

是各俱乐部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

更现实的选择。

昨天在网上， 曝光了一份

中国所有职业俱乐部申报新名

字的表格。 很多俱乐部的新名

字， 一时引起了各地球迷的热

议。

在此之前， 媒体和球迷花

了很长时间去讨论到底该不该

换名字这个问题。 而当所有的

讨论和舆论并没有改变足协的

决定之后， 当换名字成为必然

的结果的时候， 换一个什么样

的名字， 就是下面俱乐部要去

思考的事情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中超

俱乐部来说， 这一次的重新起

名字， 也是塑造一个新的品牌

的机会。

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淘

宝网， 按理说淘宝网的主要品

牌就是淘宝。 但是当淘宝网做

出自己的精品购物网店时 ，他

们用的名字不是淘宝精品店 ，

而是天猫。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

淘宝就推出了好几个自己的新

品牌，而且都获得了成功。

回到中国足球的话题 ，其

实这次中超俱乐部起新的名

字， 如果确定不得不改名字的

话， 这个新的名字完全可以是

俱乐部新的品牌的一个核心 。

俱乐部接下去的经营开发等都

可以通过这个名字作为核心来

体现。

但是从昨天已经曝光的大

多数候选名字来看， 至少超过

一半俱乐部的新名字身上 ，我

们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要

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开发出

俱乐部自己的造血功能， 能不

能盈利的问题先放到一边 ，一

个职业俱乐部一定要有自己的

造血功能， 全世界大多数俱乐

部都是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

造血的多与少。

而俱乐部造血的途径 ，无

非就是球衣销售、 标志产品销

售、比赛的版权分成等。 而所有

这些的核心其实还是一个品

牌， 最近几年， 其实在咱们国

家，成功创造的新品牌也不少。

只要很多理念或价值观以及商

品符合了球迷的消费要求 ，那

么这个品牌应该能很快就能站

住脚。

我们让俱乐部把自己的名

字变成非企业化， 除了让俱乐

部的这个名字一直延续下去之

外，还有原因，就是希望俱乐部

能真正摆脱对母公司的这种巨

大的依赖。

话又说回来， 还是要提醒

各位球迷，在新的赛季前，你要

慢慢去习惯你拥护球队的新名

字。

新的名字
应是新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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