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拿什么拯
救 你 ，我 的 河 北
队？”这是上周六赛
后一位河北球迷发
表在个人社交媒体
上的一句话……

或许由于时间
太长，如果不是丁
海峰、任航、耿晓峰
等一众在队的、离
队的球员在社交媒
体上集体控诉俱乐
部欠薪、违约、失信
的一纸“檄文”，我
们似乎已经忘记了
中超联赛还有河北
队的存在。随着0
比4惨遭保级对手
广州城血洗后，河
北队吞下了 15 连
败，除在第一阶段
战胜武汉长江之
外，再也没收获哪
怕一场平局。

河北队的存在
感越来越小，球员
也越踢越少。因伤
病、疫情管控等原
因，球队一度只有
21 名球员可以出
战，门将位置仅一
人可用，在与广州
城的比赛中，鲍亚
雄受伤下场，年仅
20岁的后卫刘润楠
客串门将踢了60分
钟，更加凸显了球
队当下的窘境。

惨遭15连败，基本锁定一个降级名额

要拿什么拯救河北队？

特派记者 吴哲

广州城点燃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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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河北队来说，困难的情况已
持续了两个赛季。”这是主教练金钟夫
本赛季说过最多的话。4月3日，中国
足协公布了新赛季中超联赛的准入名
单，一直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河北队最终
被“网开一面”，获得了继续参加新赛季
中超联赛的资格。但从一开始，这家俱
乐部的问题就没有解决过。

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
受限于俱乐部投资方华夏幸福集

团在房地产相关领域受到的冲击，球
队这几年一直处于紧缩银根的状态。
从一掷千金砸下拉维奇、热尔维尼奥、
埃尔纳内斯等一众国际大牌球员的中
超土豪，逐渐衰退成连外援都请不起
的“保级困难户”。要不是中国足协一

再破例“开绿灯”，河北队恐怕
早已消失在中国足球联赛的
版图之中了。

今年年初，河北队投资方
华夏幸福集团债务的问题解决
一度迎来了突破的拐点，在集
团母公司财务状况稍微松一口
气之后，河北队也一直在积极
寻求和廊坊市政府和体育局沟
通，谋求俱乐部股改。然而出
于多方面的考虑 ，特别是这一
年以来疫情反复的影响，廊坊
相关方面一直没有关于此事的
实质性推进。虽然之前廊坊市
相关部门曾经为俱乐部联系了
当地的一家大型企业作为赞助
商，但是对于解决俱乐部的运
营的困难来说是隔靴搔痒。

本赛季开赛，河北队放弃
了所有的外援，也没有挽留任
何一个找到下家的球员离队，
球队以U23球员为主的全华班
阵容征战中超。但即便如此，
河北队依然难以正常的姿态运
转，就更不要说在成绩上有什
么期待了。以张威为代表的河
北队年轻球员的拼搏和坚持一
度让外界看到这支球队顽强保

级的斗志，但在恢复主客场制之后，球
队在旅途中又遭遇了疫情防控、缺少必
要保障等因素的冲击，加之其他保级对
手在人员、教练和资金上都有或多或少
的补充，能让河北队保级甚至是生存之
路便越走越窄。

欠薪问题或关乎生死
10月26日，丁海峰、任航、耿晓峰等

球员在个人社交媒体中晒出了“集体讨
薪信”，并强调：“2020年年初至今，俱乐
部教练员、工作人员、外援按月发放薪
水，却始终拖欠中国球员工资及其他费
用不予偿还，即使仲裁手段也不能解决
中国球员欠薪问题。”这样的大型讨债
场面对于近几年的中国足球来说已经
屡见不鲜，青岛队、贵州队、重庆两江竞
技队、天津天海队和前不久的淄博蹴鞠
队……其中大多的结局不是球队解散，
就是对簿公堂，妥善解决的案例几乎没
有出现过。

和之前一些股改后更名、重组或解
散、退出的俱乐部相似，部分能够找到下
家接收的队员就欠薪问题与其之前的俱
乐部达成过一个协议，即球员放弃部分
或全部被欠薪水，俱乐部为其开具自由
身证明并无条件放行。从实际情况来
看，此前就有不少球员就这个问题进行
上诉，但不是被法院驳回，就是在财务公
司的“防火墙”的拖延战术下不了了之。
而从河北队队员这份讨薪信中不难看
出，河北队俱乐部没有给一些球员自由
身证明，还要求这些球员放弃薪水。“我
签完（放弃薪水的）合同后，俱乐部以各
种理由拒绝给我合同原件。这样的处
境，让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原河北队
门将池文一这样控诉道。

目前，河北队队内基本都是年轻队
员，薪资压力并不大。俱乐部也希望在
继续发展的同时能分阶段逐步解决欠
薪问题，即便本赛季不幸降级，也能维
持球队的运行以待转机。但如今，时间
和生存压力袭来，欠薪问题解决与否或
决定球队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不仅考
验着河北俱乐部，也考验着中国足协。

特约记者 松子

对广州城来说，击败河北队原本
就是计划中的胜利，因此这场大胜并
没有太大的惊喜感。不过，广州城的
积分已经来到了15分，保级希望又可
以多了一点。

踢出了赛季最佳表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河北队的

大部分主力并没有前往海口参赛。
出现在海口赛区的河北队员大部分
是替补和梯队球员，守门员则只有鲍
亚雄一人。

在上周一晚上交手深圳队之前，
外界就担心如果鲍亚雄受伤该怎么
办。在和广州城的比赛中，鲍亚雄在
第30分钟便因眉骨出血被迫离场，而
换 上 来 守 门 的 却 是 后 卫 刘 润 楠
（U21）。身高190厘米的刘润楠身材足
够，所以此行海口，他被教练组定义为

“替补门将”，并给他准备了一套守门
员装备。不过，一共只练了几天守门
动作，刘润楠完全找不到守门的感觉。

刘润楠登场不到两分钟，广州城
便打进1球，面对吉列尔梅的射门，刘
润楠的反应慢了好几拍。虽然吉列
尔梅越位在先，进球不算，但刘润楠
的守门能力已经完全暴露。由此，广
州城便开启了“浪射”模式。叶楚贵
在上半时读秒阶段的射门能够形成
得分，更是要感谢刘润楠。在叶楚贵
射门之前，刘润楠的身体几乎贴在了
近门柱上，把整个球门都亮了出来。
看到叶楚贵搓射远角后，刘润楠甚至
来不及跑回远端……

全场比赛，广州城射门多达16次，
这是广州城本赛季的单场射门新高。
事实上，广州城全场一共打进了六球
——下半时金波也有一个进球被判越
位。几乎可以说，凡是广州城命中门
框的射门，刘润楠尽数“目送”。面对

“虚设门将”的河北队，广州城在进攻
端打出了赛季最佳状态，控球率
（44%比56%）也是本赛季首次占优。

踢武汉长江是6分战
对广州城来说，战胜河北队是计划

中必须取胜的部分。赢虽然是赢了，广
州城主帅李玮锋在赛后却表达了不
满，并且明确表示战胜河北队的上半
时是自他带队以来最糟糕的半场。

“我跟球队的每一个队员说，我
想要的是一个团队，并不是要一个两
个球星，”李玮锋说，“场上的球员如
果都想拿球组织，球在脚下多控个两
三秒，比赛就会出问题。”李玮锋指的
是谁，从他的临场调度中就能看得出
来。中场时，李玮锋就连换两人，10号
李提香和 12 号吉列尔梅都被换下。
在如今的广州城阵中，李提香和吉列
尔梅就是中场核心，但在李玮锋看
来，如果不能服务于团队，那么谁都
可以被换下。

自李玮锋出任主帅以来，广州城
在7场比赛中3胜3平1负，拿到了12
分。依照这个抢分率（场均1.71分），
广州城在后面11轮联赛中还可以拿到
18分到19分，最终积分能达到34分左
右。就今年联赛的整体竞争力来说，
34分应该足够保级了。

倘若第19轮的补赛不是因为超
长补时被判了点球，导致被上海申花
扳平比分，广州城眼下应该有 17 个
积分了。当然，继续遗憾于对申花的
赛果毫无意义，广州城要接受现在只
有 15 分的现实。接下来，广州城将
做客武汉，接连交手武汉三镇与武汉
长江。考虑到广州城与三镇的硬实
力差距过大，客场与三镇的比赛多半
会输；而客场和武汉队的比赛，将是
广州城能否保级的最大关键。对广
州城来说，“武汉之旅”的目标至少是
拿1分。

争冠重回同一起跑线
特约记者 余小晴

当武汉三镇开始犯错的时候，山
东泰山队的机会就来了。这支中超
老牌劲旅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自己
强大的底蕴，在领头羊被成都蓉城阻
击后，3比1击败海港的山东泰山队没
有错过机会，将自己与中超领头羊拉
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而巧合的是，
中超本赛季第二阶段正好还剩下一
半的赛程。

从落后7分到追平积分，泰山队
做到了，中超争冠的悬念回来了。对
于未来的争冠走势，郝伟依然强调还
是做好自己：“对球队来说，胜利是可
喜的，未来的比赛，我们还是要更好
地做好自己，去努力按照计划进行比
赛。”联赛还剩12轮，对于渐入佳境的
山东泰山来说，这似乎只是一个开
始。而更让球队欣慰的是，连续两场
比赛，费莱尼、贾德松、吴兴涵、吉翔
和刘彬彬伤愈复出并且登场亮相，金
敬道进入名单，未来的比赛也可以作
为奇兵。目前，仅有王彤、廖力生还
因伤无法登场，泰山队的阵容厚度依

然有提升空间。
反观武汉三镇，在经历了外援伤

病、核心被抽调等不利影响后，球队
逐渐迎回了马尔康、斯坦丘、戴维森
等强力外援，在与津门虎和大连人的
比赛中取得两连胜，并且零封对手，
似乎让人看到了球队出现了“止跌”
的信号。但与成都蓉城一战，几乎是
全主力上阵的他们，但却在全场比赛
中遭到对手的压制，球队也是罕见地
在比赛中没有取得一粒进球。“或许
你可以用球员状态不佳或成都队战
术得当解释，但斗志、作风才是决定
比赛胜负甚至最终冠军归属的关
键。”在武汉的媒体人看来，三镇队似
乎还是缺少了强队气质，在互相角力
的阶段没有展现出破釜沉舟的勇气。

考虑到未来中超相对密集的赛
程，山东泰山队的阵容厚度在冠军竞
争中握有很大优势，但世界杯还有不
到一个月就将举行，孙准浩缺席多场
的影响不能忽视。武汉三镇外援的
合力虽然有所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
马大，中超争冠的谜底或许要等到两
队再次交手时才能见分晓。

2022赛季
中超联赛积分榜

排名 球队 积分 净胜球
1 武汉三镇 53 45
2 山东泰山 53 32
3 上海申花 41 10
4 河南嵩山龙门 40 17
5 上海海港 40 17
6 浙江队 39 17
7 北京国安 37 6
8 成都蓉城 35 1
9 梅州客家 33 5
10 天津津门虎 29 3
11 长春亚泰 29 1
12 沧州雄狮 25 -5
13 大连人 25 -8
14 深圳队 24 -18
15 武汉长江 17 -22
16 广州城 15 -22
17 广州队 12 -24
18 河北队 3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