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天前， 中国足协发布
公告称，58家提交中性名申
请材料的俱乐部中 ， 超过
80%的申报名称符合相关文
件要求。乍听起来，俱乐部改
名一事虽然闹得鸡犬不宁，

但最终还是“成果斐然”。 毕
竟， 超过八成的通过率也就
意味着， 最多只有11家俱乐
部不符合规定。然而，单是中
超球队就有鲁能、亚泰、黄海
和卓尔的申请被驳回， 再加
上主动申请延期的建业和国
安， 中超阵营中有接近四成
的俱乐部仍在为改名一事而
发愁。不要忘了，这里面还包
括了无需改名的大连人和深
圳队，如果去掉这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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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名能改“泰山”不可移
原俱乐部注册名 拟更名 审批 备注

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 江苏队足球俱乐部 同意
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 广州足球俱乐部 同意 仅使用行政区划名，建议增加俱乐部名
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 待定 中赫拟收购中信集团俱乐部股份，申请延缓审批
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 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 同意
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不同意 股东文旅集团参股企业须更名
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 ○重庆两江足球俱乐部 同意 仅使用行政区划名，建议增加俱乐部名

○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 同意
○重庆一九九七足球俱乐部 同意

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 同意
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 ○河北足球俱乐部 同意 仅使用行政区划名，建议增加俱乐部名

○河北职业足球俱乐部 同意
○河北冀之龙足球俱乐部 同意

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 洛阳龙门足球俱乐部 待定 新队名争议大，俱乐部申请延缓审批
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 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 同意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 广州城足球俱乐部 同意
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 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 同意
深圳市足球俱乐部 深圳市足球俱乐部 同意 仅使用行政区划名，建议增加俱乐部名
青岛黄海足球俱乐部 ◆青岛黄海足球俱乐部 不同意 含有投资方控股企业名称
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 ◆武汉众邦足球俱乐部 不同意 含有投资方控股企业名称
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 ◆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 不同意 含有投资方控股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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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鲁明

更名中性名，近一段时间成为中
国足坛的热议话题，原本山东球迷没
有太多争议，“山东泰山”是普遍认可
的新名字。然而，足协否决山东泰山的
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轩然大波，幸好
山东鲁能官方及时发声，并且迅速对
关联企业进行更名。从现在的情况看，
山东泰山的名字不会有任何问题，济
南文旅全力保住这个名字，山东球迷
也可以放心了。
关于中性名，山东鲁能泰山足球

俱乐部早就有所准备，虽然球队经历
股权改革，但是新的管理团队都对球
队历史非常熟悉，俱乐部确定球队新
名字肯定会有山东和泰山，这也是球
迷的普遍诉求。追溯球队历史，1993年
底，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成立，1994年

山东济南泰山的名字出战甲A联赛。
此后曾更名济南泰山将军队，从1998
年开始，球队的名字一直是山东鲁能
泰山。
27年时间，“泰山”二字始终保留，

这是一种传承。本次中性名更名，恰逢
球队股权改革，所以“鲁能”二字被去
掉，并没有引起太多争议。济南文旅也
没有着重要求体现自己的诉求，他们
尊重球队历史，确定会保留山东泰山，
这个态度很明确。第一次提交审核，中
国足协拒绝，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
有关联企业的名字里有“泰山”二字。
针对这一情况，山东鲁能官方及

时发声，表态会对关联企业进行更名。
1月12日，关联企业山东泰山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的名字已经完成更改，新名
字是“济南文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从官方发声到完成更改，不到24小时

时间，济南文旅的办事效率也得到球
迷认可，他们保留“山东泰山”四个字
的决心很足。
当然，关联企业更名只是第一步，

而且现阶段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
不只是济南文旅控股，还有鲁能集团
和山东电力，相关的关联企业也要进
行筛查和更改，不排除还有相关企业
需要进行更名的可能，一系列的操作
完成后，山东鲁能才能再次向足协提
交资料，然后等待足协审核。
其实，“泰山”两字在山东球迷心

中分量很重，现场球迷助威都是呐喊
“泰山”，球迷助威横幅也以“泰山”为
主。每个赛季，鲁能队都会登泰山祈
福，这也成为山东足球的一个文化传
承。如今，山东球迷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足协的审
核，期待这次是个圆满的结果。

特约记者 木言

因为河南建业俱乐部一则拟更名
公告而引发的巨大“跨年风波”，随着
时间的推移，已经日趋平静。但“该来
的还是要来”，在足协强硬的态度面
前，“河南建业”成为历史已成必然，而
饱受质疑的“洛阳龙门”也未必能成为
最终的正式名称，目前看，“河南”二字
回归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拟更名洛阳龙门”，引发了
河南球迷的强烈情绪，甚至出现了球
迷组织解散、烧球衣、拉横幅抗议等行
为，而在度过了最初的激动、甚至愤怒
之后，河南球迷的行动也变得逐步温
和起来，但诉求并没有变化：希望保留
河南建业。元旦过后，在郑州市多个繁
华地段的LED大屏都出现了“守护吾
爱 河南建业”的巨幅海报，这样的
“N×24小时坚守河南建业”的行动甚

至出现在世界各地，不仅中国足协的
办公大楼里被贴上了同样的小字条，
甚至在非洲、欧洲以及好莱坞，都有河
南球迷手持条幅来表达诉求，由此足
见“河南建业”在球迷心目中的分量。
但尽管如此，在中国足协的强力坚

持之下，这样的表达也只是能起到“声
援”的作用，最终的事实恐怕难以更改。
按照中国足协的时间表，去年12月31日
前各俱乐部必须上报新的名称，足协根
据政策给予审核。1月8日，中国足协已
经向各俱乐部做出反馈，大多数俱乐部
的新名称已经过审，但包括山东泰山、
长春亚泰两家老字号在内的几家俱乐
部则未能通过审核。而对于“洛阳龙
门”，中国足协方面则没有明确答复，原
因在于“拟更名”所引发的轩然大波让
建业方面不得不重新考虑俱乐部的新
名称，所以特别提出了延期申请。
新的名称应该怎样确定，确实让

建业俱乐部也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
对于俱乐部的运营，洛阳方面拿出了
十足的诚意，“洛阳龙门”也恰是和当
地合作部门商定后的结果，一方面，河
南球迷的强烈质疑又不能不考虑。但
如果新的名称不能体现洛阳元素，合
作方的积极性也显然会严重受损。新
的名称，从球迷到媒体也都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河南”、“河南洛阳龙门”、
“河南龙门”，甚至是“河南游龙”都在
列。但最终怎样确定，显然已不是建业
俱乐部一家能够拍板儿的，这要综合
郑州、洛阳两地政府乃至省政府的态
度，也要考虑球迷的反应。目前建业方
面是否已经向中国足协提交了新的候
选名称，候选名称究竟是什么，都还不
得而知，不过从目前情况看，新的名称
里大概率会保留“河南”二字。随着新
赛季注册日期的逐渐临近，新的名称
也会很快浮出水面。

本报记者 李冰

西班牙人马钦不会想到，刚刚
从西甲阿拉维斯队主教练位置上下
课的自己，一下子又跟中超联系在
了一起。

2020年7月，青岛黄海俱乐部
官方宣布，聘请之前西班牙人队的
主帅马钦出任球队主教练，但让他
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八天之后，马
钦便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表示，由于
个人及家庭原因无法前往中国，随
后便接过了阿拉维斯队的主教练教
鞭。马钦的这番“神操作”，也让即将
迎来中超首秀的青岛黄海队陷入了
群龙无首的地步，所以才有了两轮
联赛之后吴金贵的紧急“救火”，并
且最终率队保级成功，避免了这支
中超升班马“一年游”就被打回中甲
的尴尬。
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马钦下

课的前一天，坊间曝出了“吴金贵确
定与青岛黄海续约，将带队征战
2021赛季”的消息，而按照青岛当地
媒体的说法，黄海俱乐部方面对西
班牙教练一直非常欣赏，并且希望
球队能够重拾传控打法，此前也一
直与西班牙方面进行联系，但是因
为各种原因，选帅工作进展得并不
顺利。时间点上的巧合，就这样让人
在上海的吴金贵与远在西班牙的马
钦隔空成为了“对手”。
对于记者“已经定了吗”的询

问，吴金贵通过短信进行了回应：
“还在谈”。

作为上赛季青岛黄海队的主

教练，吴金贵承受了相当大的压
力，一方面作为中超“新人”，队中
大部分球员缺少顶级联赛的征战
经验，包括外援在内，与广州恒大
和北京国安、江苏苏宁这些中超强
队相比，能力上也有一定的差距，
再加上去年联赛采用的是赛会制，
赛程安排得相当紧密，吴金贵在几
乎没有时间进行调整的情况下，率
队成功保级，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包
括不少青岛球迷在内的普遍认可，
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在黄海队主教
练位置上证明过自己的吴金贵，应
该是新赛季带领这支球队继续前
进最合适的人选。
去年联赛结束之后，吴金贵返

回了上海，此前在被问到是否会继
续执教青岛黄海时，他的回答是“再
看看”，而在吴金贵即将二度执教黄
海的消息传出后，青岛媒体也向相
关方面进行了求证，得到的答复是
“合同还没签，但基本确定了”。早在
1月6日，青岛黄海队员便已经前往
昆明进行冬训，负责带队的是去年
曾经作为过渡教练的杨为健，他也
是吴金贵去年执教黄海队时的搭
档。

如果再度执教青岛黄海队，吴
金贵会在第一时间前往昆明带队进
行冬训，去年作为教练组成员的李
诚铭等助手也有望一同前往。至于
朱建荣、周俊辰和王伟等上赛季从
申花租借到青岛黄海队的球员能否
再次“出租”，则要看球员的个人意
愿以及申花和黄海两家俱乐部的商
谈结果。

金贵要当“青岛人”？

此次申报中，青岛黄海足球俱乐部选择延用“青岛黄海”上

报，并表示青岛地处黄海之滨，是国家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发展

先行区，黄海体现了俱乐部的地域特色，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中性

名。 但“黄海”一词，因为涉及股东关联关系，不符合“六点规范”

中的第三款，导致这个名字被足协否决。 目前，根据种种迹象更

名为“青岛人”或是青岛黄海的最终选择。

24小时 鲁能死保“山东泰山”

难跃“龙门”没有“河南”就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