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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一揽子”计划助推裁判提升

男篮蓝队亚洲杯收获成长
本报记者

刘小龙

记者林剑报道：为进一

目前中国足协已向国际足球理事会

鉴于此，中国足协决定在完成相应的

为了更好地借鉴国外发达足球

步提升联赛裁判执法水平，近日中国

提出了引进这一全新裁判技术的申

政策调研和制度设 计 的 基 础 上 ， 于

国家的裁判执法经验、技术，中国足

8月20日， 杜锋率领的中国男

足协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

请并得到立项，在经过前期技术准备

2018年推出职业裁判制度。

协还将加大国际交流的力度， 秉持

篮蓝队以79比78“绝杀”东道主黎

裁判业务水平提升的“一揽子”计划。

和培训之后，就将在中国职业足球赛

该计划内容包括推行视频助理裁判

场试行。

本报讯

中国足球裁判目前还面临从业

“走出去、请进来”的双边交流定位，

人员数量偏少、 高水平裁判稀缺的

加强与亚洲、 欧洲足球裁判的交流、

巴嫩，全新改制的男篮在亚洲杯上
获得第五名。

制度、引入职业裁判、与体育院校合

职业裁判制度在欧洲发达足球

状况，为此，中国足协将加大与国内

学习，有计划地邀请国外高水平足球

虽然经过改制后，本届亚洲杯

作成立中国足球裁判培训学院、加强

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中国足协多年

体育院校合作的力度， 探索裁判培

裁判来华执法， 发挥引领和示范作

不再涉及世界杯或奥运会席位，但

国际交流合作等。

用。

这是新组建的中国男篮红蓝两队

前也曾考虑过尝试职业裁判，但因为

养新模式， 让更多有志于从事裁判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视频

种种原因并未施行。 如今，在联赛受

职业的人员获得专业系统的培养路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自集训以来遇到的第一场重大赛

助理裁判技术在国际足球赛场已经

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裁判员的行为标

径和教育支持， 扩大国内裁判员队

通过加强裁判员管理，探索新的裁判

事，所以依然备受外界关注。 杜锋

有过尝试并开始在欧美主流足球联

准和职业规范愈发清晰的情况下，势

伍规模，提升裁判员队伍数量。 在不

管理手段， 引入先进裁判执法技术，

的蓝队获得出战机会，鉴于这支队

赛普及。 该技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减

必要求裁判更加专注于专业的执法

少国内专业体育院校已经推出“足

与国际足球发达国家及联赛充分接

伍中有大量没有打过国际大赛的

中国男篮队员周鹏在比赛中
上篮。

新华社记者

李良勇摄

敌澳大利亚。

少比赛中出现的错判、 误判的频次，

工作，提升业务水平，这不但是中国

球学院”、“校园足球学院” 之后，或

轨等尝试和手段，全面提升我国联赛

球员， 而且磨合只有3个月左右的

所以， 这届亚洲杯打下来，中

为参赛双方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比

足球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足球

许“中国足球裁判培训学院”也将应

裁判执法水平，助力中国足球进步与

时间， 除了在比赛中全力争胜之

国队首先要更加清晰地给自己一

赛条件， 减少裁判人为因素的影响。

和国际足球进一步接轨的外部需要。

运而生。

品质提升。

外，他们更多的任务要放在锻炼和

个定位， 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考察队员上。

他们要以冲击者或者挑战者的姿

此外，球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

态应对亚洲范围的赛事。这就要求

熟悉对手。 近年来在韩国、日本等

教练组和球员们要潜下心来，努力

东亚几个主要对手的基础上，伊

训练，虚心学习，争取让自己变得

朗、菲律宾甚至叙利亚、伊拉克等

更加强大。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也

球队实力都有了很大进步，澳大利

要接受和理解目前中国队的现实，

亚、新西兰的加入更是让亚洲篮球

给他们更多的耐心和空间。

的竞争倍加激烈，中国队的教练和

更何况，中国队在本届比赛中

球员需要通过比赛了解这些对手

已经展现出了进步。小组赛和复赛

的打法和特点，为未来在亚洲的征

阶段，无论面对菲律宾还是伊拉克

战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和叙利亚， 球队都曾经陷入困境，

通过本届赛事来看，澳大利亚

但球员们丝毫没有放弃，下半场尤

和伊朗均以不败战绩进入决赛，展

其是最后一节敢打敢拼，完成了两

现了高出一筹的实力，尤其是澳大

场大逆转。面对赛前被认为没有任

利亚，在进入亚洲赛场后势必会长

何机会击败的澳大利亚，中国队在

时间成为冠军的热门候选，哈达迪

上半场打得非常出色，局面和比赛

领衔的伊朗队加入了大量新鲜血

和对手都不相上下，只是下半场由

液， 仍然能够表现得如此出色，再

于体能和专注度下降才失去了主

次证明了亚洲冠军的实力。 新西

动权。最后一战五六名排位赛面对

兰队和亚洲传统强队韩国队打进

东道主，中国队更是在最后半分钟

半决赛，两支球队旗鼓相当，小组

通过顽强的防守赢得胜利。

赛中只以1分之差分出胜负。 而在

这些“硬仗”对球队的锻炼价

自己的7场比赛中， 中国队输给了

值极其珍贵。相信只要在每场比赛

菲律宾，以微弱优势击败伊拉克和

之后很好地吸取经验和教训，中国

叙利亚，1/4决赛以26分的劣势不

队的未来一定值得期待。

全运会小男排决赛军鲁领跑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

战胜北京队和天津队，B组的山东

子排球小年龄组（21岁以下）决赛

本报讯

队和浙江队分别战胜广东队和四

阶段比赛8月19日在天津城建大学

川队，4场比赛的比分皆为3比0。

体育馆开赛， 在前两轮比赛中，解

20日的第二个比赛日，A组的

放军和山东取得两连胜，在各自小

解放军队3比1击败河南队， 卫冕

组领跑。
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刘健（左）在比赛中拼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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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军摄

中超23轮上演“ 冰与火之歌”
艾

旗

扰，曹赟定停赛，特维斯和瓜林处在

上海上港本轮客场负于状态不错的

比赛的多项重要技术统计上看，占优

队。 B组的山东队3比0轻取四川

天津、山东、广东、浙江、四川等8支

队，广东队3比0完胜浙江队。 两个

球队进入到全运会决赛阶段。 这8

比赛日之后，A组解放军队和B组

支队伍分成A、B两个小组，分别进

山东队均以不败战绩在各自小组

行单循环比赛，根据比赛结果决定

暂列榜首。

球队排名，但不产生淘汰队伍。 小

此外，本届全运会所有室内排

组单循环比赛结束后，依据名次进

球比赛均引入了我国自主创新研

行交叉淘汰赛，决出1至8名。

发的“鹰眼”裁判辅助系统，在全运

养伤期。 两队首回合那场进球大战让

贵州恒丰智诚，在联赛只剩7轮的情况

的也是主场作战的延边富德。 苏宁此

在19日小组赛首轮4场比赛

红色与蓝色的碰撞正是中超第23

人记忆犹新，再战时已无法看到瓜林

下，恒大的领先优势已达到8分，距离

役虽然打入了4个进球，但防守才是获

中，A组的解放军队和河南队分别

轮的主旋律，谱写出的“冰与火之歌”

与保利尼奥二番上演正面对决，比赛

七连冠更进一步。

胜关键。 苏宁上一次零封对手还要追

直接关乎争冠和保级的最终走向。

结果也呈现出一边倒。

江苏苏宁本轮之前积18分排名联

溯到4个月之前， 此役在先丢一球后，

保利尼奥离队加之黄博文赛季

恒大本场收获三球大捷的最大

赛倒数第四，比降级区的天津亿利仅

主队掀起的一波波凶猛攻势一度十分

报销，广州恒大淘宝在关键的后腰位

功臣无疑是独中两元的穆里奇，除此

多3分， 领先副班长延边富德也不过4

接近扳平比分，却最终都被化解于苏

置遭受打击，让很多人认为恒大今年

之外，恒大阵中另一位不可不提的功

分。 因此苏宁客场挑战延边富德的这

宁的防守中。 如果把苏宁的防守比作

的剩余比赛将遭遇考验，本轮客场挑

勋队员就是郑智，球队的前两粒进球

场红蓝大战便成为一场价值6分的保

平静的海底，那么几次反击的威力则

战上海绿地申花不仅在于一场比赛

郑智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

级关键战。

犹如海面上的巨浪。 在客场告捷的同

的胜负，更能对中超诸强起到一定的

之后一天就将度过自己37岁生日的老

上赛季曾在主场掀起过“赤色风

时，保级直接对手辽宁开新和天津亿

示范作用。

将用表现证明，关进时刻“老腰”仍能

暴”的延边富德已连续多轮在积分榜

利本轮只各取一分，苏宁在保级争夺

支撑起球队前进。 由于争冠直接对手

垫底，但最近两轮开始反弹，从本场

中已占据绝对优势。

其实申花也受到人员不足的困

冠军北京队3比2险胜东道主天津

此次共有北京、解放军、河南、

会室内排球比赛中尚属首次。
（周

圆）

新队长张呈栋为华夏幸福添动力
本报记者

林

剑

进行交流， 在困难的时候把全队团结

错，甚至将家安在北京。 可即便如此，

是与北京国安的比赛， 赛季场均犯规

起来。另外我有语言优势，可以把场下

作为职业球员，尤其是新球队的队长，

数只有16次的河北华夏幸福居然犯规

张呈栋小名“嘟嘟”，这也成了他

教练的意见尽快传递给场上的国内球

张呈栋仍要全力以赴。 张呈栋赛后表

高达29次！ 这也让换帅后一直以高位

一直以来的绰号。 球场上下，教练、队

员和外援。 ”说到这，张呈栋笑着补充

示，自己第一时间向李磊道歉，因为一

逼抢著称的北京国安很不适应， 拱手

友、对手、媒体、球迷“嘟嘟”、“嘟嘟”地

了一句，“会一门外语还是很重要的。”

个鲁莽的动作导致对手受伤非常不应

交出3分。

叫着， 怎么听都不像在叫一个威风八

调侃归调侃，来到球场上，张呈栋

该， 尤其还是北京国安的球员，“但比

本轮比赛过后， 中超来年亚冠名

面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更不要说球队

确实“很队长”。 华夏幸福近4轮战绩3

赛是各为其主，没时间考虑这么多。当

额之争愈演愈烈。张呈栋表示，如今中

队长了。 但偏偏在最近4场中超比赛，

胜1平，一扫7月连续不胜的阴霾，张呈

初我在国安怎么踢， 来到华夏幸福还

超竞争十分激烈， 很多球队都有冲击

出任河北华夏幸福队长的， 正是“嘟

栋功不可没。上周末刚刚结束的主场2

会怎么踢。 ”

亚冠参赛资格的机会， 华夏幸福作为

嘟”张呈栋。

比0击退亚冠直接竞争对手北京国安

张呈栋的表现正是近期河北华夏

一家年轻的俱乐部在赛季中后段还能

对于取代杨程成为球队新任队长

的比赛中， 张呈栋开场不久就铲倒了

幸福的一个缩影。赛季前半段，虽然坐

保持竞争力十分难得，“希望在接下来

的原因， 张呈栋解释说：“一方面因为

国安球员李磊。 对方受伤下场， 张呈

拥豪华阵容，但因为主打控制、球风偏

的比赛中全队可以继续努力， 实现俱

球场上出现争议判罚时， 作为门将的

栋也吃到了黄牌。但实际上，上赛季还

软， 球队屡屡遭遇最后阶段丢球的尴

乐部赛季前制定的目标。 而我作为队

杨程很难第一时间走到裁判面前进行

效力于国安的张呈栋一直对“御林军”

尬。近一段时间，在主帅佩莱格里尼的

长，也会承担更多责任，为球队贡献力

沟通， 教练希望我以队长身份和裁判

很有感情， 和很多国安前队友关系不

要求下，球队防守硬度明显提升，尤其

量。 ”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