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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皇马执教

物是人非，
齐达内的“玄学”
还有效吗？

齐达内接下来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帮助皇马保住
下赛 季 的欧冠 资 格 。

昨日凌晨， 皇马通过官方
网站宣布迎回功勋主 帅齐达
内，双方签约至 2022 年夏天。
同时， 索拉里将不再担任俱乐
部主教练一职， 但和皇马俱乐
部仍有合同在身。
过去的三个赛季， 齐达内
率队完成欧冠三连冠的伟业，
同时还夺得过 1 个西甲冠军、1
个西班牙超级杯冠军、2 个欧
洲超级杯冠军和 2 个世俱杯冠
军。
目前， 皇马本赛季只剩下
联赛的任务，不过在 27 轮联赛
过后，球队仅仅以 16 胜 3 平 8
负的战绩排在联赛第 3， 落后
榜首的巴萨达到 12 分。 齐达
内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皇马下赛
季的欧冠参赛资格， 下赛季开
始再图率队重返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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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赛季结束后
离开皇马的决定， 齐达
内的解释是自己和球队
都需要改变。 齐达内当
初之所以在欧冠“三连
庄”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离队，就是因为看
不到球队的前景。 当时俱乐部虽然赢得
了很多荣誉，但阵容老化，球队又不愿意
投入金钱改造阵容，盛极而衰是必然。
还有一种说法。据称，齐达内在执教
皇马的第一个阶段， 并未获得组建球队
的全部权力。即便在率队欧冠三连冠后，
在建队方针上， 齐达内还是与俱乐部高

层发生了分歧。 齐达内希望留住 C 罗、
出售贝尔，并且引进阿扎尔，然而弗洛伦
蒂诺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策略。 皇马也
不愿意为引进阿扎尔努力， 而只是引进
一些年轻球员。另一方面，齐达内坚持认
为纳瓦斯就是皇马最好的门将， 买进库
尔图瓦也非法国人的意愿。 皇马主席弗
洛伦蒂诺选择押宝年轻球员， 事实证明
这样的决策简直就是灾难。
去年 5 月底齐达内宣布离开皇马，
皇马随后宣布洛佩特吉成为球队新帅。
赛季开始后， 洛佩特吉率领的皇马表现
不佳，前 14 场取得 6 胜 2 平 6 负。 之后

皇马炒掉洛佩特吉，皇马 B 队主帅索拉
里成为主帅。
索拉里率队期间，皇马胜率不错。不
过，在过去的一周，球队在各条战线接连
遭受重创， 先是国王杯半决赛主场 0:3
完败巴萨，总比分 1:4 无缘决赛。3 天后，
“银河战舰”又在联赛中，主场 0:1 不敌
巴萨，退出了西甲争冠行列。随后的欧冠
1/8 决赛次回合，皇马在首回合客场 2:1
领先的大好形势下， 主场 1:4 惨败阿贾
克斯， 总比分 3:5 出局，9 个赛季以来首
次止步欧冠十六强。为了能够迅速止颓，
索拉里的下课也在情理之中。

本赛季剩下的比
赛， 齐达内没有太大的
压力， 只要球队能保住
欧冠席位， 同时踢出一
些好 的比 赛就 算交 差 。
齐达内目前的重中之重是“未雨绸缪”。
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报道，齐达内之
所以愿意回皇马， 是因为他在组建阵容
方面将获得全部的权力。 如果没有这一
条，他不会重返皇马。 法国人在组建阵容
方面将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无论是清洗
阵容还是引进球员， 他都拥有最后拍板
的权力。

当然，
“
重金”相邀也是必不可少的。
《每日体育报》提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
在皇马宣布齐达内上任这一天， 法国人
刚刚从意大利回来。 过去几天齐达内一
直在意大利， 弗洛伦蒂诺也是通过电话
与齐达内进行联系。 齐达内在与别的球
队接触，如果皇马不能给出很好的条件，
齐达内不一定会选择皇马。
离开皇马赋闲在家的日子里， 齐达
内获得了大量的邀请， 他自己也透露了
这一点。 齐达内的名字此前曾经和曼联
联系在一起， 尤文图斯也在密切关注齐
达内， 尤其是在主教练阿莱格里的未来

出现不确定后更是如此。 《全市场网》也
披露， 尤文图斯愿意齐达内开出的年薪
是800万欧元。 同样是来自该媒体的报
道，齐达内此次与皇马，年薪达到了税后
1500万欧元， 这几乎是尤文图斯报给他
年薪的两倍。
在《马卡报》的民意调查中，76%的球
迷认为迎回齐达内是正确的选择。 而对
于重建的关键，48%的球迷选择“
深度清
洗、大量引援”，44%的球迷认为“轻度调
整，引进顶级球员”，只有8%的球迷选择
“
少量引援，押宝青训营年轻球员”。 总而
言之，在球迷看来，引进球员是必须的。

皇马 在 2014年 之 后
就没再引进过能称之为
巨星的球员，但今年夏天
他们会一口气引进多名
巨星。 据悉，弗洛伦蒂诺
愿意给齐达内3亿欧元的重建资金，内马
尔、姆巴佩、阿扎尔、埃里克森等球员都
与皇马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将贝尔等球
员出售，这也算是顺应民意。
《米兰体育报》报道称，齐达内上任
后的第一个转会目标， 就是切尔西中场
坎特。 此前两个赛季，坎特都是切尔西的
重要，2016/2017赛季，他还曾获得英超的
MVP。 齐达内盯上的球员可不仅仅只有

坎特， 他还想要引进切尔西的比利时天
王阿扎尔。《每日电讯报》透露，皇马方面
和切尔西已经就阿扎尔转会事宜进行了
接触，切尔西给阿扎尔的估价大约在1亿
英镑左右。
阿扎尔和球队的合同到2020年夏天
到期， 比利时对球队送上的续约合同一
再推迟。 如果切尔西今夏不卖阿扎尔，那
他们将面临直接失去他的风险。 需要指
出的是， 阿扎尔一直非常渴望和齐达内
合作，如今齐达内回归皇马，这或许会更
坚定阿扎尔加盟皇马的想法。
此外，《马卡报》表示，姆巴佩也是齐
达内的心头好， 但眼下皇马引进姆巴佩

看上去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皇马引进
内马尔都比引进姆巴佩容易。 皇马找不
到替代C罗的巨星，弗洛伦蒂诺早就希望
引进内马尔替代C罗。 而大巴黎此前再次
从欧冠中早早出局， 可能会促使内马尔
迈出决定性一步。
这一切都有迹可循， 弗洛伦蒂诺此
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到C罗的问题，他回
答道：“他在那里 （ 尤 文 图 斯） ， 情况很
好。 ”而谈到姆巴佩和内马尔，前者却来
劲了，
“
姆巴佩？ 齐达内是法国人，他能做
些什么。 内马尔还是姆巴佩？ 两个都要。 ”
皇马主席这自然是在开玩笑， 但也从侧
面反映了他对两位大巴黎球星的喜爱。

负气
出走

临危
受命

巨资
重建

弗洛伦蒂诺显然已经意识
到了 自 己 赛季 初 的 战略 错 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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