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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什什么么是是马马宁宁
111222年年年后后后中中中国国国主主主裁裁裁重重重新新新执执执哨哨哨亚亚亚洲洲洲杯杯杯

球球球迷迷迷希希希望望望有有有更更更多多多“““马马马宁宁宁”””出出出现现现

2007年的遥远回忆
2007年，中国金哨

孙葆洁踏进了亚洲杯的
赛场，在担当了印尼队
与巴林队比赛的第四官
员之后，孙葆洁还以主裁
判的身份在那届杯赛中
登场亮相。除了这位中国
金哨，刘铁军也作为助理
裁判参与了部分比赛。
没能料到，这竟然是除

了本届杯赛外，中国主裁判元
素最近一次出现在亚洲杯。
2011年卡塔尔亚洲杯、2015年
澳大利亚亚洲杯上，都没有中
国主裁判的身影，甚至在2015
年的澳洲，中国籍的助理裁判
也没有出现。

2018年12月初，亚足联官
网正式公布了裁判员名单，
2016、2017两届中超金哨马宁、
2018中超最佳裁判候选人之一傅
明、以及中国香港裁判廖国文进
入这份名单。

随着马宁作为主裁判吹罚
了卡塔尔与黎巴嫩的比赛后，
12年后中国籍主裁判执法亚洲
杯的“消息”，最后才被落实。

为什么是马宁

马宁有何过人之处？
国际级裁判员、连续2届中

超最佳裁判获得者、2010年中
国足球圈打赌扫黑后起步，这
些无疑是马宁能够站在亚洲杯
赛场上的敲门砖。

不仅是亚洲杯，在亚冠决
赛的赛场上，马宁也有突破性
的表现。2018年12月3日，2018
赛季亚冠决赛首回合的比赛在
鹿岛鹿角的主场打响，在鹿岛鹿
角与伊朗波斯波利斯剑拔弩张
之时，中国球迷看到了那位熟悉
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 马宁。

曹奕、施翔担任助理裁判，
傅明和香港裁判廖国文担任附
加助理裁判，这也是近年来中
国裁判组首次在亚洲重大赛事
决赛中进行执法，这对于中国
足球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而
那场比赛，也让马宁成为了14
年来第一位以主裁判身份执法
亚冠决赛的中国裁判。而14年
前拥有相同经历的中国主裁，
名字叫做陆俊。

马宁在那场比赛中仍然采
用了自己铁面无私的一贯风
格，这让有着中超执教经历的
波斯波利斯主教练伊万科维奇
非常不满。在赛后发布会上，伊
万科维奇对马宁进行了炮轰，
称其执法过于严厉且有偏袒鹿
岛鹿角的嫌疑。

让伊万科维奇不满的导火
索，是那场比赛的第3分钟，鹿岛
鹿角球员在禁区内用脸挡出了
波斯波利斯队的必进之球，而波
斯波利斯的队员认为，这理应判
罚点球。但马宁并没有理会。

慢镜头回放来看，马宁的
判罚准确无误。

曾经亚冠决赛的主裁判，这
些因素也让马宁在亚足联面前
继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印象分”。

“敢吹”是他最大的标签

在还没有名声大噪的时
候，马宁就树立了自己铁面无
私的形象，在2011年7月31日吹
罚的鲁能与泰达的比赛中，马
宁一共出示了11张黄牌。

4年之后的5月9日，当上海上
港和上海申花两支不对付的球队
展开德比大战时，马宁在那个夜
晚疯狂地交出了8黄3红的“成绩
单”。为此，中国足协在三天后还
召开了会议，并对马宁在那场比
赛的执法给与了高度肯定，中国
足协表示，中国裁判要学习马宁

这种严格执法的工作态度，杜绝
降格判罚、息事宁人等执法方式。

就在“疯狂掏牌”的20天后，
马宁在执法鲁能与上港的比赛
中又红遍了全国——— 单场吹罚4
粒点球，追平了中超联赛的记录。

在亚洲杯这样的洲际赛场
中，马宁“铁面无私”的形象无疑
符合亚足联的要求，因此在入围
的中国籍裁判中第一个成为主
裁判，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预料。
事实也证明，卡塔尔与黎巴嫩的
比赛，马宁的执法算得上合格。

下一个“马宁”在哪

马宁之后，下一位能够成
为亚洲杯赛场上的主裁判又会
是谁？

青黄不接，当诸如孙葆洁、谭
海、穆宇欣等一干能力、经验俱佳
的老裁判相继淡出一线后，中国
的裁判出现了长时间空档期。

此外，在足坛扫黑风暴中，原
中国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
南勇、谢亚龙，原中国足协副主席
杨一民，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原中
国足协官员张建强、李冬生、邵文
忠，范广鸣；原国际级裁判陆俊、
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这一系
列足球圈的大佬们“栽了跟头”，
中国足球走过的弯路也让中国
的裁判形象大受影响。

庆幸的是，这一切都在慢
慢改变——— 建立职业裁判制
度；试行视频助理裁判技术；不
断扩宽裁判员队伍的国际交流
合作；与体育院校合作成立中国
足球裁判员培训学院，加强对
裁判员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

于是，亚冠、亚洲杯，在洲
际赛场上终于又看到了中国裁
判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随
着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的裁
判，早晚也会在世界杯的赛场
上大放异彩。

高准翼转会恒大 鲁能不设坎

□记者 郑昊

马宁，又火了。这次是真火了，而且是在所有亚洲球迷面前。
北京时间1月10日凌晨，卡塔尔对阵黎巴嫩的比赛中，中国裁判马宁

成为了当值主裁判。这位一向以严厉著称的中国金哨果然出手不凡———
黎巴嫩队一粒进球被马宁吹罚无效。当然，这一次判罚经过慢镜头回放之后，显示正确无误。

除了这一粒判罚，更让中国球迷唏嘘的是，这是中国裁判时隔12年后，再次担任亚洲杯主裁判。
这证明中国裁判的水平，再一次入了亚足联的“法眼”。

很多人会问？中国这么多裁判，为什么重回舞台中央的是马宁？

赛事预告
1月11日
NBA常规赛

10：00 快船VS掘进(CCTV5)

10：30 雷霆VS马刺

亚洲杯小组赛B组

19：00 巴勒斯坦VS澳大利亚(CCTV5)

亚洲杯小组赛C组

21：30 菲律宾VS中国男足(CCTV5)

记者 郑昊 整理

1月12日
亚洲杯小组赛C组

0：00 韩国VS吉尔吉斯斯坦(CCTV5)

 权健俱乐部—正式改名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显示，权健俱乐部完成了工商更名手
续，正式更名为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

1月7日，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18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因此，天津
权健足球俱乐部的未来变得非常渺茫。

随后不久，有媒体报道称权健俱乐
部已和天津市足协签署了托管协议，将
正式更名为天津天海俱乐部征战新赛
季中超。

 拉莫斯—助皇马国王杯取胜

2018/19赛季西班牙国王杯1/8决
赛首回合一场焦点战在伯纳乌球场展
开争夺，皇家马德里主场3比0完胜莱加
内斯，拉莫斯打入个人百球，卢卡斯和
维尼修斯双双破门，新援迪亚斯亮相。
次回合比赛将在一周后进行。

 辽宁男篮—否认签约周琦

“周琦去哪儿”，成了目前CBA赛场
外球迷最关心的话题。1月9日，据某知
情人士在个人社交媒体透露，前休斯敦
火箭队球员周琦将重返CBA赛场，与辽
宁签约4年，只等官宣。并且该知情人士
透露，与周琦签约的，正是辽宁队总经
理李洪庆。

对此消息，李洪庆本人予以了否
认。9日晚间，辽宁男篮也公开辟谣，称
该消息为谣言。

在辽宁男篮的官方声明中写道：
“我俱乐部现就此事公开表明我们的态
度：我们确实和周琦及其经济团队有过
接触，但目前双方的接触尚未有任何实
质性的进展。”

 沈石溪—重返国家队

1月10日，身陷性侵门的韩国短道
速滑冠军沈石溪重返国家队。为了避开
媒体的关注，队伍也将训练地转移到了
距首尔以南大约90公里开外的镇川。

据前世界冠军、现任国家队教练的
宋景泽(音译，Song Kyung-Taek)透
露，9日沈石溪被允许短暂离队，已于10
日上午返回位于首尔的泰陵国家选手
村。

21岁的沈石溪曾经两夺冬奥会短
道速滑接力金牌，她指控前教练赵宰范
在过去几年里对自己进行体罚和性侵。
去年9月，赵宰范曾被判10个月监禁，目
前警方正在调查沈石溪于2018年12月
对他提出的性侵犯指控，该事件在两天
前被媒体曝光。

““码码””上上竞竞猜猜

 哈登—独得42分未能救主

北京时间1月10日，雄鹿客场以
116：109击败了火箭。火箭(23-17)功亏
一篑，詹姆斯·哈登三分球16投6中，得
了42分、10个篮板和6次助攻，克林特·
卡佩拉18分13个篮板，奥斯汀·里弗斯
13分。替补出场遥杰拉德·格林16分。

拿下这场比赛后，雄鹿过去13场胜
出12场。29胜11负，这是他们自1980-81
赛季以来前40场的最好战绩。

□记者 郑昊

1月9日，足球报资深记者
陈永爆料，已经有多方消息证
实，高准翼下赛季将加盟广州
恒大。这样的消息无疑是一石
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关于高
准翼“归谁”的问题再一次成
为了球迷热议的话题。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5年。
当时鲁能从日本J2联赛的富山
胜利引入高准翼，为此，鲁能
方面还专门为高准翼举办了
简短的新闻见面会。在见面会
上，当时的高准翼还有一些青
涩，而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
是，在那个年代，轰轰烈烈的

U23政策还没有实行。
半年后，鲁能将高准翼租

借给了华夏幸福，在此期间华
夏方面曾经想要买断，但鲁能
的回购条款让此事最终未能
成行。

2017年年底，当鲁能准备
回购高准翼时，华夏方面却迟
迟不放人，为此在2018赛季
初，鲁能还因为高准翼同华夏
幸福闹了一出仲裁事件。“这
是俱乐部按照流程向足协表
达诉求，一切结果以仲裁结果
为准吧。”当时鲁能内部人士
的态度，仍然记忆犹新。

但仲裁结果最后如何仍
然没有确切的答案。而从鲁能

目前中后卫的位置上来看，高
准翼也已经失去了在球队竞
争的机会——— 戴琳和吉尔的

配合默契已经有目共睹；刘军
帅在2018年的表现也可以用
可圈可点去形容；而适用2019
赛季U23政策的赵剑飞，新赛
季势必也会在这个位置上“小
试牛刀”。

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高
准翼的个人意愿将会在此事
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按
照恒大一贯“土豪”的做法，高
准翼去恒大可以获得不错的
待遇——— 无论是个人待遇还
是上场时间等方面。

目前，对于高准翼即将转
会恒大一事，无论是华夏幸福
还是山东鲁能亦或者是广州
恒大，都没有给出官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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