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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遇救少年无缘决赛
救援人员 "# 日从泰国北部清莱

府一处大型洞穴群救出少年足球队最

后五人#举国乃至全世界为之欢呼$"$

名小球员和他们的教练现在医院接受

隔离治疗$ 一名泰国卫生官员 "" 日

说#他们状况良好$

泰国卫生部官员 "# 日说#获救人

员将在医院接受至少七天的隔离治

疗$ 医生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可能感染

不常见的疾病$由于留院观察#这批小

球员无法接受国际足联先前邀约#赴

莫斯科观看 % 月 "! 日世界杯决赛 $

%我们收到泰国足球协会通知#因为医

疗原因# 这些男孩不能到莫斯科观看

世界杯决赛#& 国际足联 "# 日说#%国

际足联以每个人的健康为重&$

不过# 这场艰难救援得到了世界

杯参赛球员的关注$%这一胜利属于今

天的英雄$ 好样的#男孩们#你们很强

大$ &世界杯半决赛后#法国球员博格

巴在社交媒体上说$ 英格兰队球员沃

克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泰国孩子全

都从洞穴安全脱险#令人惊喜$ &

刘曦!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凯恩荣膺金靴几无悬念

姆巴佩暂时领先金球争夺

世界杯还未谢幕# 个人奖项之争

的形势已日趋明了# 尤其是最佳射手

金靴奖已经几乎失去了悬念$

截至英格兰与克罗地亚的半决赛

前#哈里(凯恩已凭借着独进六球的表

现牢牢占据射手榜首位$ 虽然其中半

数来自点球# 但小组赛少踢一场的凯

恩效率相当惊人# 总共只尝试了十次

射门就能转化为如此多进球$在%三狮

军团&核心身后的#是打进四球的卢卡

库)切里舍夫与 & 罗* 随着葡萄牙与

俄罗斯的先后出局# 后两位已失去了

追赶凯恩的可能*仅就基础数据来看#

卢卡库理应成为凯恩荣膺金靴的最大

威胁*然而#比利时前锋的全部进球均

来自小组赛与巴拿马+ 突尼斯两大弱

旅的对决#这两场比赛%欧洲红魔&共

净胜对手六球,进入淘汰赛后#卢卡库

就再无斩获# 其下肢力量不足导致头

球争点难以占据有利位置# 以及转身

加速略显笨拙等缺点已被一再放大,

对阵法国的半决赛# 卢卡库全场唯一

的射门也未能击中门框# 低迷程度显

而易见,

与卢卡库不同# 目前打进三球的

法国锋线组合格里兹曼与姆巴佩状态

要好得多# 然而考虑到法国队奢华的

锋线#他们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

甚至%大四喜&以填补巨大差距的可能

性极其微弱,反观英格兰队#半决赛前

总进球数也不过 "" 球#可以说对凯恩

把握机会的能力相当依赖# 博彩公司

的赔率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英格兰与

克罗地亚的半决赛打响前# 英国博彩

公司威廉希尔为凯恩荣膺金靴开出了

'# 赔 '" 的超低赔率---这个赔率几

乎相当于提前宣布凯恩得奖# 而卢卡

库的赔率高达 " 赔 $"#姆巴佩和格里

兹曼均为 " 赔 $(,

相比之下# 世界杯金球奖的争夺

要激烈一些, 凭借着在淘汰赛的惊艳

表现#法国队 ") 岁天才姆巴佩力压凯

恩和克罗地亚中场莫德里奇成为最大

热门# 威廉希尔为其开出的金球奖赔

率为 " 赔 $# 而凯恩和莫德里奇分别

为 " 赔 ( 和 " 赔 ), 自八分之一决赛

面对梅西的阿根廷队梅开二度后#姆

巴佩夺得金球奖的呼声一路走高, 但

由于他在之后连续两场淘汰赛中都陷

入舆论负面风波#") 岁的法国小伙子

需要在决赛中表现得更出色, 在凯恩

与莫德里奇的身后#是格里兹曼)博格

巴与坎特三位法国球员, 随着法国队

晋级决赛#他们的行情也一路上扬,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姆巴佩体验舆论!过山车"

十天前梅开二度引来追捧 十天后演技浮夸遭致痛批

从众星捧月到众矢之的# 本届世界

杯最炙手可热的法国新星基里安(姆巴

佩在短短数天内就体验了一番舆论 %过

山车&, 十天前#姆巴佩梅开二度将梅西

与阿根廷队送别俄罗斯时# 人们惊叹于

这位 ") 岁的法国天才横空出世#日后有

望比肩梅西与 & 罗,然而#在经历了四分

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两次黄牌事件后 #

舆论瞬间从期待变成了批评#一时间#对

于姆巴佩体育精神的批评声呼啸而来,

在对阵阿根廷队的八分之一决赛

中# 姆巴佩是法国队力克劲敌的第一功

臣# 他在梅西面前所展现出的朝气令人

印象深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赛

后将姆巴佩与球王贝利相提并论---在

")!, 年世界杯上#贝利在对阵瑞典的比

赛中打入两球# 当时他仅有 "% 岁 , 个

月# 至今仍是世界杯单场打入两球最年

轻的运动员.而姆巴佩则以 ") 岁 ( 个月

的年纪紧随其后,该媒体甚至开始憧憬#

姆巴佩有机会成为%梅罗时代&后的下一

位超级巨星#%& 罗和梅西挂靴后# 姆巴

佩就是下一位金球奖的主要竞争者, 他

只有 ") 岁#已身处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

之一#在欧冠联赛攻入关键进球#在世界

杯上如此耀眼, &对于姆巴佩的才华#业

内人士也不吝他们的赞美# 英格兰名宿

里奥/费迪南德评价道#%想防住姆巴佩#

方法只有一个'向上帝祈祷, &前法国队

主帅洛朗/布兰科则认为#姆巴佩是一个

%现象&---%现象&正是当年人们用来称

呼罗纳尔多的一词,

然而最近两场淘汰赛中# 姆巴佩均

出现了疑似有违体育道德的行为# 这引

发了诸多争议, 在对乌拉圭的四分之一

决赛中# 姆巴佩制造了场上最有争议的

一幕'在经过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身

后时# 乌拉圭人无意识地用手碰到了姆

巴佩的脸#法国小伙借势倒地#夸张表情

引发全场嘘声, 乌拉圭后卫戈丁对姆巴

佩的%表演&表示了强烈抗议#并想要将

他拉起#姆巴佩依然躺地不起,双方多位

队员纠缠在一起#险些爆发大规模冲突,

赛后#姆巴佩不但没有任何反思#反

而表示自己%为了胜利#不惜做任何事&,

果不其然#在对比利时的半决赛中#他又

上演了类似一幕,终场前#一球领先的法

国队一直试图拖延时间# 而姆巴佩的一

次有意行为彻底激发了比利时人的怒

火, 将球带出界后#他捡起球拿回赛场#

还就势在场内踢了两脚, 比利时人大光

其火# 维特塞尔第一个冲向姆巴佩并且

推搡了他#场上又是一片混乱,

比利时队长阿扎尔直言不讳地表达

了对法国队的不满#他表示#自己宁可输

球#也不会采用法国的方式赢球,比利时

门将库尔图瓦同样表示#法国队用%反足

球&的踢法晋级了决赛, 而法国队 "# 号

这一次表达了歉意# 但仍在其中搀杂了

刺激对手的语调#%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如果我冒犯了他们#那么我道歉,我进了

决赛#就这样, &姆巴佩也再次强调了拖

延战术的有效性#%比赛末尾时# 我们为

了守住小小的优势而竭尽全力, 这不是

最令人高兴的方式#但很有效, &

一时间# 媒体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姆

巴佩#批评如潮, 0今日美国1在0姆巴佩

上演了拖延时间的巨作1的文章中称#姆

巴佩在 ") 岁的年纪令世界惊艳#他已经

打入三球并展示了超越年龄的技巧#但

在半决赛伤停补时阶段上演的 %拖延时

间巨作&同样震惊了世界,

前法国队中场明星阿兰/吉雷瑟也

对姆巴佩敲了警钟#%姆巴佩 ") 岁#内马

尔 $( 岁了#姆巴佩必须从内马尔那学他

的优点# 而不是学对待罗德里格斯犯规

时的狡诈, &与姆巴佩同在巴黎圣日耳曼

效力的内马尔# 在本届世界杯中也展现

了天使与魔鬼的两面性# 他以令人叫绝

的技术决定了比赛结果# 但遭侵犯后的

%过度表演&也令其背上骂名#各种以%翻

滚吧#内马尔&为主题的视频和动图红遍

世界网络,而在被对手墨西哥队怒斥后#

内马尔也曾发表过类似姆巴佩的言语 '

%那!墨西哥队拉云踩踏自己"是不厚道

的行为,当时比赛已停下来#我们在球场

外#他们在讲很多话#现在他们回家了, &

也许巨星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洗

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将姆巴佩与 "$ 年

前的 & 罗作了比较, $##( 年在葡萄牙对

阵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 罗表演

了一次演技浮夸的倒地# 直接导致鲁尼

遭红牌罚下,当裁判亮出红牌时#摄像头

清晰地记录下 & 罗狡黠的笑容, 该媒体

同时表示# 没有球员应该在这个年纪做

出姆巴佩这样的事情#梅西+& 罗甚至是

贝利都不应该. 而且姆巴佩与这些巨星

不同# 他至今依然未取得他们所取得的

成就,而在这之前#姆巴佩应该踢出精彩

的比赛#而非在场上贡献浮夸的表演,

!本报莫斯科 & 月 )*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人皆有兄弟 谁得共神仙
世界杯的篇章里从来不缺关于兄弟携手的故事

# 比 " 不敌法国队# 比利时队折戟

世界杯半决赛, %欧洲红魔&队长埃登/

阿扎尔在比赛中已拼尽全力#全场比赛

突破 "" 次成功 "# 次# 比利时 "# 号依

然是场上最闪耀的明星之一#而他的弟

弟索尔根/阿扎尔未能获得登场机会,

这场惜败也让埃登与索尔根这对

阿扎尔兄弟错过征战决赛的机会#上次

有兄弟球员出战世界杯决赛要追溯到

"),$ 年# 联邦德国队的卡尔海因茨/福

斯特和伯纳德/福斯特这对中卫搭档令

人印象深刻, 历史上共有五对兄弟并肩

参加了世界杯决赛# 其中 ")(( 年的博

比/查尔顿和杰克/查尔顿+")!' 年的弗

里茨/沃尔特和奥特曼/沃尔特两对兄

弟均以捧杯书写传奇, 阿扎尔兄弟无缘

书写新的历史#不过也许四年后 #他俩

将继续率比利时队向高峰发起冲击,

追随脚步并非超越捷径

随着俄罗斯队的世界杯之旅画上

句号#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兄弟兵&只

剩下比利时的阿扎尔兄弟, 作为队长#

埃登/阿扎尔是比利时队的灵魂人物 #

而弟弟索尔根/阿扎尔则一直是国家队

边缘人物# 但靠着上赛季的出色发挥#

他入选世界杯阵容毫无争议, 在比利时

与巴拿马的小组赛中# 索尔根于第 ,-

分钟替补登场#阿扎尔兄弟终于在世界

杯上完成首次%合体&#他俩也成为本届

世界杯唯一一对同时出场的兄弟兵,

从法甲最佳球员到英超 ./0#哥哥

埃登一直是天之骄子#$##, 年便开始为

比利时出战#迄今已整整 "# 年#比他小

两岁的索尔根则在 $#"- 年加入国家

队# 今年终于如愿以偿亮相世界杯舞

台, 阿扎尔兄弟也成为继 ")), 年的姆

蓬萨+"),$ 年的米勒坎普斯+")!' 年的

范登博施和 ")-# 年的布雷内后# 第五

对一同出征世界杯的比利时兄弟组合,

事实上 #自接触足球开始 #索尔根

便不可避免地被外界拿来与埃登比较'

少年时代他默默无闻 # 而哥哥早早成

名.职业时代他漂泊各队 #哥哥在豪门

表现出色, $#"$ 年#当索尔根追随阿扎

尔的脚步来到斯坦福桥#他很快被英国

媒体贴上%埃登附属品&的标签, 当年 ,

月#大阿扎尔在社区盾对曼城的比赛中

首次亮相# 而索尔根则在 $" 岁以下英

超联赛中首次亮相# 谁也未曾想到#这

是他在离开切尔西前唯一一次身披蓝

色战袍作赛, 此后三年里#他被租借至

比甲聚尔特瓦勒海姆与德甲门兴格拉

德巴赫, 而与此同时#阿扎尔在英超如

鱼得水#步入世界最顶级球星行列,

为减轻索尔根的压力#父亲蒂埃里

甚至告诫过他'%你最好不要跟哥哥效

力同一家俱乐部,&$#"! 年#索尔根选择

转会门兴格拉德巴赫# 离开切尔西时#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0每日邮报1#在切尔

西他只是%埃登的弟弟&#数年来一直挣

扎在哥哥的阴影之下 #%我必须走出自

己的路&, 而在门兴格拉德巴赫#索尔根

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他逐渐成

为球队中场核心#跻身德甲顶级前腰行

列#不再是%埃登的附属品&,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阿扎尔兄弟距决赛一步之遥#而一

对摩洛哥兄弟却在不经意间创造了新

的历史'在本届世界杯对伊朗一战的第

%! 分钟# 摩洛哥队攻击核心诺丁/阿姆

拉巴特头部被撞被换下场#而替换他上

场的正是小其 ) 岁的弟弟索夫扬/阿姆

拉巴特# 这是世界杯 ,, 年历史上首次

出现亲兄弟对位换人的场面,

诺丁曾辗转埃因霍温 + 加拉塔萨

雷+沃特福德等队 #如今效力于西甲莱

加内斯# 而年仅 $$ 岁的索夫扬则刚刚

在荷甲费耶诺德队站稳脚跟#对阵伊朗

的小组赛是他首次站上世界杯赛场, 在

足球数据网站 123453678 的赛后评分

中#索夫扬仅得到 !9) 分#仅高于送出乌

龙的布哈杜兹#%与哥哥同样出任右翼

卫#最后时刻因经验欠缺送给对手定位

球#导致球队被绝杀, &而诺丁得到了全

队最高的 %9- 分#%他是摩洛哥整场表现

最好的球员之一#右路突击十分犀利&,

在摩洛哥的其他两场小组赛中#诺丁均

首发打满全场#而索夫扬未获得出场机

会, 对于弟弟而言#哥哥仍是一个暂时

难以企及的目标,

能在世界杯上携手出战的故事固

然美好# 但这样的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多斯桑托斯兄弟曾是墨西哥的一对天

才少年#但直到今年二人才一起入选世

界杯阵容, 这已是哥哥吉奥瓦尼/多斯

桑托斯的第三届世界杯之旅'$#"# 年#

$" 岁的他踢满了墨西哥队的每一分钟.

四年前# 多斯桑托斯依然是球队主力,

而同样出身巴萨拉马西亚青训营的弟

弟霍纳桑 # 虽年少时的名气不逊于哥

哥#但此后发展不尽如人意 #直到今年

才品尝到世界杯的滋味, 虽然二人如今

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洛杉矶银河

队#但世界杯同场出战的梦想依然没能

实现, 本届世界杯#吉奥瓦尼在与韩国

的小组赛中第 %( 分钟替补出场# 而霍

纳桑则在对阵巴西的八分之一决赛第

!' 分钟被意外换上场,下届世界杯两人

将分别达到 -$ 岁与 -- 岁的%高龄&#世

界杯同场竞技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而俄罗斯队的双胞胎兄弟阿列克

谢/米兰丘克和安东/米兰丘克同样带

着遗憾离去, 与乌拉圭的小组赛中#阿

列克谢打满全场#而安东则在整届赛事

未获一分钟机会, 不过#属于米兰丘克

兄弟的未来依然光明# 出生于 "))! 年

"# 月 "% 日的他俩是本届俄罗斯队第二

年轻的选手#位置并不重叠的他们早被

俄罗斯足坛视为未来接班人#下赛季将

代表莫斯科火车头队出战欧冠联赛#或

许将在大舞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非兄弟#却比$表兄弟更亲%

即将重建的西班牙队阵中其实有

三位巴西人---迭戈/科斯塔是球队主

力中锋#但他的风格却与西班牙有些格

格不入#相比之下 #两位在西班牙长大

的巴西人蒂亚戈/阿尔坎塔拉与罗德里

戈/莫雷诺与 :;<;=:><> 足球更搭调,

蒂亚戈的父亲是 "))' 年世界杯巴

西队冠军成员马津霍#其弟拉菲尼亚选

择了为巴西队效力#但并未入选这届巴

西队, 而在西班牙阵中#蒂亚戈还有一

位 %哥哥&---年长 -( 天的罗德里戈#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十分亲昵#以

至于不少媒体和资料都显示他俩是%表

兄弟&, %其实并非如此, &罗德里戈解释

道#他与蒂亚戈 +拉菲尼亚能结下深厚

友情源于双方的父亲---同为足球选

手的马津霍与阿德尔贝托, 马津霍退役

后带着孩子们回到里约热内卢#好友阿

德尔贝托之子罗德里戈成了蒂亚戈+拉

菲尼亚的同学, 此后#马津霍与阿德尔

贝托一起在西班牙开足球学校#三个孩

子便有了更亲密的机会, %我们三个一

起上学+踢球#去对方家里, 所以#其实

我们之间比表兄弟更亲密, &蒂亚戈说,

三个孩子也有过同样的烦恼---

究竟为巴西还是西班牙效力, 出生在里

约的拉菲尼亚选择了为桑巴军团而战#

而投效西班牙队的蒂亚戈和罗德里戈

一度背负背叛祖国的骂名, 其实#马津

霍与阿德尔贝托曾在 $##) 年就孩子们

的国家队归属问题与巴西足协商讨过#

但得到的答复让他们很绝望---%足协

还没有关于海外球员怎么入籍的规

定&, %球员在海外受训就无法为巴西队

效力 # 如此回复对我而言是巨大的冲

击, &马津霍不解巴西足协的所作所为,

最终#两位在西班牙受训成长的青年才

俊双双选择了西班牙队, 遗憾的是#蒂

亚戈和罗德里戈也同队未同场#同场竞

技之梦也许要留待两年后的欧洲杯赛

场了,

!本报记者 吴雨伦

索斯盖特马甲受追捧
世界杯开赛以来# 英国玛莎百货

公司卖的一款深蓝色男装马甲销量翻

番# 原因是带领球队在世界杯高歌猛

进的英格兰队主教练加雷思/索斯盖

特在比赛期间总穿着这样一件马甲,

英格兰队击败瑞典队晋级半决赛

后#几百名球迷飞往莫斯科为%三狮军

团&助威,不少球迷穿着%索斯盖特&马

甲, 0泰晤士报1"# 日报道#连伦敦博

物馆和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都准备收

藏这样一件马甲,

'( 岁的女球迷茜奥班/尚恩与丈

夫和 "- 岁女儿阿梅莉亚幸运购得这

场比赛门票#登上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尚恩说'%阿梅莉亚是超级球迷, 她熬

夜更新国际足联售票网站# 最后买到

票, &球迷迈尔斯/拉德姆为给英格兰

队加油# 不到一个月在伦敦和莫斯科

之间坐了 "" 次飞机#因为工作不允许

长时间离开#只能看完比赛就回英国,

英国航空公司在伦敦-莫斯科航线上

安排了载客数更多的飞机# 并准备了

更多香槟,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哥哥埃登!阿

扎尔 "左# 是索尔

根!阿扎尔追赶的

目标$ 也许两年后

的欧洲杯$ 这对兄

弟将为比利时队贡

献更多% 视觉中国

姆巴佩拖延时间的行为引发了比利时全队强烈不满$ 这位法国新星遭受了舆论的批评%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