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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一天前， 中超刚刚公布了

新赛季将于6月3日揭幕的好消

息；一天后，近年来备受折磨的

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又遭暴

击———重庆队宣布解散， 这是

近三年来第三家在赛季开幕前

自行选择消亡的中超俱乐部。

重庆队股改停滞而陷入绝

境的消息，早几日已经传开。 但当

重庆全体球员发表声明， 称愿意

免去之前欠薪从而继续出战本赛

季中超， 这一度让外界产生了重

庆队仍能苟活下去的幻想。

重庆足球似乎有大难不死的

传统———其前身前卫寰岛队曾于

职业化初期在国内掀起第一次金

元足球的浪潮，但在尹明善的力帆

接手后， 球队曾多次联赛垫底，却

每每逃过降级厄运（不是联赛暂停

升降级，就是花钱买壳重返联赛）。

这支球队近年来始终深陷财政困

境， 屡次传出无法入驻赛区的消

息，最终总能化险为夷，同时还能

交出令人称道的竞技成绩。

但九命猫也终有用尽运气的

时候。 这一次，重庆队走向了无法

逆转的命运终点， 这一段长达25

年的历史也就此断了根。 尽管球

员们表现出了仗义和大气， 但这

无法挽救患上绝症的俱乐部 ，这

可能不仅是一家球会之困境。 尽

管重庆队之前的7亿多元欠债里

的大部分是薪酬，但只免除欠薪，

也无法令俱乐部找到盈利模式 ，

只要继续经营， 债务仍将迅速积

累，直至下一次崩溃。

天津天海（权健）、江苏苏宁、

重庆当代， 三家接连消亡的俱乐

部有相似的背景———投资方自身

经营出现巨大困难， 根本无力再

出资填补中国足球这个窟窿。 但

三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又不尽相

同。 天海垮塌，毕竟有权健涉嫌违

法经营的元素在其中， 仍能给外

人以偶发事件的观感；苏宁解体，

让人震撼， 联赛冠军尚且被如此

抛弃， 看到危机苗头的资本还会

在乎谁呢？ 至于重庆当代，则掐灭

了希望， 它的结局否决了被一些

人（包括中国足协）视为解救中国

职业足球的解决方案之可行性。

“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

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

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

投资来源结构。 ”———“股改”是中

国足协及体育主管部门在《中国足

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及近年一

系列相关文件中再三强调并寄予

厚望的解决方案。 所谓“股改”，更

现实是政府及国有资本参股乃至

控股俱乐部。 嚷嚷数年，也有几个

案例正在推行中，但成功者仅有河

南建业和山东泰山。 重庆、河北等

队都曾冀望以股改走出困境，率先

改名“两江竞技”的重庆队也一度

让人以为无限接近成功，然而人们

在这次的“遗书”中看到了不同的

说法。 同样，上赛季中期险些退赛

的河北俱乐部，也一再强调了“股

改停滞”的事实。

重庆俱乐部之死，或许标志着

国有资本拯救俱乐部的可行性微

乎其微。 重庆队之后，还会有倒下

者，多米诺骨牌不会只摆放三块。

自说自画

●本赛季英超第38轮可谓

收官之大战 ，10场比赛同时开

球。 同时鸣哨开打是为了防止

各支球队在比赛中可能出现的

猫腻，防止有放水的，防止有得

利的，防止无辜受害的。 各大足

球联赛的最后一轮都实行同时

开赛， 重要足球杯赛的最后一

轮小组赛也都执行同时鸣哨 。

这样的 “同时” 就能灭绝假球

吗？ 许多老球迷是不敢相信的。

说不准假球正是在“公平”的掩

护下明目张胆地在众目睽睽下

进行呢。 这样的弄虚作假还没

有当场被揭穿的故事。 但过了

若干年之后， 真相才会渐渐显

露出来。 最出名的案例为2002

年韩日世界杯上， 厄瓜多尔裁

判莫雷诺帮助韩国队淘汰了意大

利。 他在17年之后才承认自己当

年吹了黑哨， 他因此被认为是历

史上最黑的“黑哨”而载入世界杯

史册。 相对而言，作假容易而破案

难。 假球存疑存档是不得已的办

法，没办法的办法。

●英超收官战中最引人关注

的是领头羊曼城对阵阿斯顿维

拉。 维拉领先曼城两球后，陷入绝

境的曼城在第76分钟、 第78分钟

和第81分钟连入三球完成了大逆

转，成功保住了领先1分的微弱优

势而压过了争冠对手利物浦 ，最

终夺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 5分钟

内连入三球，这是神剧。 相信英超

的、 支持曼城的球迷们为蓝月亮

的惊险夺冠而欢呼。 曼城获得胜

利的这场比赛过程可算跌宕起

伏，刺激异常，连曼城主帅瓜迪奥

拉赛后也掩面而泣。 他在英超五

年能四次夺冠， 使得他与他执教

的蓝月亮都成为了传奇。 传奇、传

奇，一个关键词即是“奇”。

●不相信神奇与传奇的球迷

还不少。 互联网上的吐槽摘录几

条 ：“英超假球踢得这么惊心动

魄！ ”“这场球连我这外行都觉得

不对劲。 ”“不懂球的都看出来，领

先的一方后面放水了。 ”作为中立

看客，小文的标题可以“二选一”：

神奇大收官？诡异大收官？想了一

下，用后者吧。 用“诡异”也不至于

掩盖蓝月亮的光彩。 用“诡异”也

留下了足球场上“谍影重重”的悬

念，等着N年后瞧吧。

重庆退出
天要下雨

“人中伊布”

两年前， 意大利名宿维埃

里在他的专栏中写道：“伊布具

备一切比赛所要求的东西 ，他

的技术、他的视野、他的得分能

力。 他的精神属性比其他任何

人都强， 他能边抽着烟边踢着

米兰德比。 ”

两年前， 伊布在重回米兰

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要带

米兰回到顶点”。

两年后， 在米兰夺得意甲冠

军的庆典仪式上，伊布志满意得、

桀骜不驯地抽着雪茄喷洒着香

槟。

在本赛季意甲倒数第二轮

时， 米兰比国米积分仅多2分，最

后一轮国米是主场， 而米兰是客

场， 且米兰的对手要强于国米的

对手，冠军大有悬念。 结果两队都

是3比0战胜对手， 米兰最终夺得

了久违11个赛季的意甲冠军。

本世纪开始意甲的影响力被

英超取代后，意甲风光不再，但米

兰仍维持着在欧洲赛场的强势 ，

两次夺得欧冠冠军。 此后，米兰的

实力随着意甲整体水平的下滑也

下滑了， 欧冠赛场再难见到米兰

的身影，从2013-2014赛季的之后

七八年，米兰处在低谷中。

在伊布回归的第二个赛季 ，

米兰就夺得联赛亚军， 如今又夺

回了久违11个赛季的奖杯。 伊布

回归增强了米兰场上的斗志 ，也

凝聚了更衣室的力量， 伊布与米

兰互相成就了彼此。

我行我素、 遍体文身的伊布

先后在阿贾克斯、米兰、尤文、国

际米兰、巴萨、大巴黎、曼联服役

过，可谓踢遍了豪门，共拿到了五

座意甲、四座法甲、两座荷甲和一

座西甲共12座联赛冠军奖杯 ，超

过了梅西10座西甲和一座法甲的

11座联赛冠军奖杯。

意甲最后一轮也许是伊布最

后一次为米兰战斗，或是他职业生

涯的告别赛，也可能米兰仍将一年

一签地再次与伊布签约一年。

如今的时代球星不少有 ，但

伊布少有。

马中赤兔，人中伊布。 或离或

留，皆谓名就。

消亡的重庆
掐灭了幻想

诡异大收官

就在中国足协通过官方社

交媒体于23日宣布新赛季中超

联赛定于6月3日正式在海口、大

连以及梅州三地开赛后的第二

天，征战中超联赛的重庆两江竞

技队于5月24日正式宣布停止运

营， 并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

这对于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足

球而言 ， 不啻又是一个重大打

击。

本来，职业俱乐部没钱宣布

退出，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情

况，中国足球自从1994年职业联

赛起步至今，宣布退出过的俱乐

部已经有无数。 但是，最近连续

三年，一年一家 ，三家中超俱乐

部相继宣布退出，这恐怕就不再

是“正常与否”那么简单了，它可

以说是中国足球 “金元时代”后

遗症的一种延续。 当年职业足球

拼命“砸钱”之时，没有人会顾及

未来与长远， 更不会考虑后果。

如今的现实，就是不计后果的报

应。

而且，在目前中国足球的大

环境下， 重庆俱乐部的退出，或

许又会被无限放大，矛头肯定也

会指向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部

门即中国足协。 譬如，当初放宽

准入标准、允许欠薪俱乐部继续

准入 ， 就导致了现在的措手不

及：是临时增补球队？ 抑或还是

维系现有17队规模继续？ 负责职

业联赛事务的中国职业足球俱

乐部联合会(中足联)筹备组可谓

骑虎难下。 如果早一些采取果断

措施，也不至于在联赛开赛还剩

下不到10天的情况下如此尴尬。

可换一个角度，如果当初拒绝欠

薪俱乐部准入，中超联赛18家俱

乐部中就只有四家不欠薪，四队

规模何以继续？ 而且，一旦俱乐

部直接宣布破产清算， 球员、教

练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欠薪又找

谁去“讨说法”？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 反正

“一张嘴两层皮”，怎么说都是有

理由的，但置身其中，才会发现N

多事务远不像外界所看到的那

么简单。 只是，重庆队退出之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职业足

球发展肯定是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问题与困境，是我们在发展方

向、模式 ，以及所选择的道路等

根本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偏

差。 而且，短期之内，这个问题恐

怕也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

就重庆队退出而言，数天前

宣布的2023年亚洲杯赛被迫易

地 ， 重庆原本作为承办城市之

一 ，在失去了最后一根 “救命稻

草”之后 ，导致俱乐部与有关方

面的商谈无疾而终，难道不是其

宣布退出的原因之一？ 所谓“天

要下雨”， 散了也就只能是散了

吧，外人又能如何呢？

昨天 , 就在中超即将开始之

前， 重庆俱乐部毅然决然地宣布

解散。 重庆俱乐部用这样的方式

退出， 球员教练们要讨回欠薪的

希望更加渺茫。

重庆的球员在得到一个临时

的转会窗之后， 要抓紧时间寻找

新的下家。 问题是现在大多数中

超球队新赛季的名单都已经确

定， 原重庆队的球员和教练想迅

速再就业，并不容易。

重庆俱乐部的引援团队 ，倒

是更值得被挖角。 过去几个赛季，

重庆俱乐部在外援引进方面 ，总

能以小博大， 刮出一些不错的彩

票。 未来几年中超的外援引进，性

价比注定将会是关键词。

中超连续两年的新赛季开始

前都会有一家俱乐部主动选择非正

常退出。去年是联赛冠军江苏队，经

济大省江苏唯一的中超球队， 今年

是直辖市重庆的中超独苗。

泡沫破碎， 硬着陆的场面就

是如此惨烈。 虽是初夏，但凛冬已

至。 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要想渡

过目前的难关，无非开源和节流。

重庆俱乐部投资方当代集团表

示， 他们2016年接手球队花了5.4

亿，六年来累计投入超过30亿。 一

家属于已经非常精打细算的中下

游俱乐部的投入都是这样的规

模， 中超俱乐部投资回归理性仍

然还有不小的空间可以下探。

不知道减薪能不能换来不欠

薪？ 如今的中超俱乐部，投入成本

确实有点过高， 在目前这个大环

境之下， 大踏步地减薪其实已经

是势在必行。

中超俱乐部需要进入一种良

性的运作模式。 否则解散的球队，

江苏队不会是第一个， 重庆队也

不会是最后一个。

重庆队
还是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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