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7主 编/谷 苗

比分牌

日本1比1克罗地亚
点球决战克罗地亚以3比1胜

（第43分钟 前田大然；第55

分钟 佩里西奇）

英格兰3比0塞内加尔
（第38分钟 亨德森，第45+3

分钟 凯恩，第57分钟 萨卡）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在对塞内加
尔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当家

前锋哈里 ·凯恩在上半时伤停补时打入

一球，将比分扩大至2比0，最终“三狮军

团”以3比0完胜对手，顺利晋级八强。

这是凯恩在本届世界杯上首个进

球。在对伊朗和威尔士的小组赛里，他

送出3次助攻，不过始终无缘进球。此

球也是凯恩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获

得运动战进球。四年前，热刺前锋打入

六球，荣膺金靴奖，其中五球发生在小组

赛，另一球则是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哥

伦比亚队的第57分钟罚入点球。

“作为一名前锋，进球是你的工作，

也是你能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

很幸运今天进球来了。对我个人而言这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也能帮助到球

队。”赛后，凯恩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29岁的凯恩迄今出战世界杯和欧

洲杯各两次，并在两项大赛累积进球达

11个，超越加里 ·莱因克尔（10球），成为

英格兰队大赛头号射手。而他为英格兰

队打入的总进球数也达到了52球，距离

鲁尼保持的队史得分王纪录仅差一球。

下一轮，英格兰队将与卫冕冠军法

国队狭路相逢。凯恩表示，“法国是伟大

的球队，他们是卫冕冠军。如果你想赢

得世界杯，就必须与世界上最好的球队

交手，而法国队就是最好的球队之一。”

上届金靴打破球荒

凯恩继续追逐纪录

本报讯 多次当选全场最佳球员却

拒绝参加赛后发布会，法国队当家球星

姆巴佩终于在球队晋级八强后做出回

应。他表示，不参加发布会是不想分心，

他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面对媒体。

本届世界杯上，姆巴佩已打进五球，

在三场比赛中成为全场最佳球员。根据

国际足联规定，全场最佳球员有义务参

加赛后发布会。在法国对澳大利亚、对

丹麦两场比赛赛后，当选最佳球员的姆

巴佩都拒绝参加发布会，国际足联只能

对姆巴佩处以警告和罚款处罚。

在法国战胜波兰一战后，姆巴佩终

于现身，并解释了自己此前的举动，“我

不是针对记者，也不针对任何人。我只

是需要完全专注于比赛，不想在其他任

何事情上浪费精力，这就是我为什么不

愿意面对媒体。”姆巴佩还表示，“我会支

付罚款，法国足协不需为我的个人决定

埋单。我们离夺冠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舆论也猜测姆巴佩缺席发布会

与某赞助商有关。本次世界杯最佳球员

奖项由某啤酒品牌赞助，姆巴佩在领奖

后的合影环节均遮挡住该品牌商标。

（吴雨伦）

姆巴佩终于解释不参加
发布会的原因

不想分心 宁交罚款

竞彩推荐

摩洛哥难挡西班牙
■本报记者 陈海翔

西班牙队在小组赛末战被日本队翻

盘，引发了不少阴谋论猜测。其实支持

者最多的一条，是西班牙获得小组第二，

就可以在八分之一决赛出战摩洛哥而非

克罗地亚，同时八强赛避开了巴西。

事实上，西班牙队一度在小组赛末

轮也面临出局可能，没人会拿出线权开

玩笑，两场比赛的四支队都有晋级淘汰

赛的希望，要四队一起做戏，这样的难度

也实在太大了。当然，西班牙对日本时

的比赛心态确实有些松懈，显然不够重

视这个对手，当比赛开局顺利，轻敌的情

绪更是弥漫到全队，而当易边后被对手

在短短3分钟内连入两球，年轻的西班

牙队又有些慌乱，回天乏术。

西班牙队暴露了两处致命的短板：

首先是门将西蒙在被逼抢时容易出现出

球错误，这在欧洲杯上也有所体现，门将

是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主教练恩里克

不会改变，但至少可以让西蒙从中汲取

教训，在前面缺少接应点的时候不如解

围；其次是布斯克茨背身拿球时容易被

对手断球，这就要求当他接球时，中卫和

边后卫要进一步向他靠拢，增加更多的

出球点。输给日本，对西班牙是一个最

好的教训——任何一个对手都需要认真

对待，球队也可以尽快地从7比0大胜哥

斯达黎加的自满中走出。从这个方面

看，意外失利未必是坏事。

摩洛哥小组赛1胜2平以头名出

线，已被视为本届比赛的一匹黑马。

不过也没必要过分高看这支北非球

队。总体而言，摩洛哥队的战术素养

并不高，进攻中非常依赖齐耶赫。主教

练雷格拉吉应该最明白自己的前任哈利

霍季奇是为什么下课的，如果不充分地

给齐耶赫表演的空间，自己也会被足

协解雇。但这也是摩洛哥的问题，齐

耶赫是一位情绪化严重的球员，并不

能保持稳定发挥。

综上所述，本场比赛看好西班牙队

常规时间内取胜，竞彩推荐0。

四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决赛，法

国总统马克龙与克罗地亚时任总统基

塔罗维奇在看台上“化敌为友”的拥抱

成为一幅动人画面。

卡塔尔世界杯再次给了各国政要

化身平凡球迷的机会，或在看台上欢

呼呐喊，或远程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

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第一运

动的热爱。

马克龙“神预测”显示水平

法国3比1胜波兰一战见证了多

项纪录的诞生：吉鲁以52粒国家队进

球，超越前辈亨利，独享队史射手榜首

位；姆巴佩梅开二度，以5球领跑本届

世界杯射手榜，并以9个世界杯总进

球数一举超越C罗，并追平梅西。更

为戏剧性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赛前

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不仅成功预

测本场比赛的胜负，甚至连比分与进

球队员也准确无误。

“我觉得我们会以3比1取得胜

利。莱万多夫斯基将打进一个球，姆

巴佩也许还有吉鲁也会进球，他们想

载入史册。当然，法国队还会打进第

三个球，然后彻底杀死比赛。”这场十

六强赛的比赛进程正如马克龙所预

测的剧本那样发展，如此神奇的预言

被法国媒体称为“法国章鱼保罗”。

赛后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吉鲁

和姆巴佩相互拥抱庆祝的照片，向法

国队表示祝贺。

事实上，马克龙一向十分热衷足

球。他不仅是马赛俱乐部的忠实球

迷，也被法国媒体称为“最会踢球的总

统”。甚至此前姆巴佩有意转投皇马

时，马克龙亲自出面挽留。姆巴佩在

世界杯前透露，马克龙曾连续四个月

给他打电话说服自己留在巴黎圣日耳

曼，“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他

都打过电话。他说：‘我知道你想离

开。但我告诉你，你在法国也很重

要。我不想让你离开。’”马克龙此后

回应称，作为总统，“保护国家（财产）

是我的责任。”

四年前，马克龙在卢日尼基体育

场见证了“高卢雄鸡”时隔20年再次

捧起大力神杯。本届世界杯，虽然马

克龙至今依然远程观赛，但三场小组

赛赛后，他都与法国队主教练德尚通

了电话，“我非常尊重迪迪埃 ·德尚，包

括他的经验与才干。”只要法国队在四

分之一决赛中战胜英格兰队，马克龙

将前往卡塔尔，现场见证法国队卫冕

世界杯。

荷兰首相赢得“足球之争”

美国队与荷兰队八分之一决赛前，

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为

美国男足加油。视频中，位于卡塔尔多

哈加拉法体育场的美国队队长泰勒 ·亚

当斯将足球传到远在白宫的拜登手中，

拜登捧着皮球说道：“这叫soccer，加油

美国队！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然而拜登的祝愿未起作用。尽管美

国队冲击十足，但更成熟的荷兰队以高

效成熟的打法，凭借德佩、布林德和邓弗

里斯的进球，轻松以3比1战胜美国队，成

为首支晋级八强的队伍。荷兰首相马克 ·

吕特赛后转发了拜登的推文，并对其“这

叫soccer”的言论发起反击：“对不起，乔，

football赢了。”对此，拜登又用荷兰语中

的足球回应称，“严格来说，这难道不是

voetbal吗？”虽然美国男足铩羽而归，但

拜登期待实力更加强大的美国女足在明

年新西兰女足世界杯击败荷兰女足。

事实上，关于soccer和football这一

表达方式的争论，源自英式英语与美式

英语的表达差异。在英国等欧洲国家

（除爱尔兰），足球通常被称为football；

在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足球通常被

称为soccer，football则专指美式和澳式

橄榄球。本届世界杯小组赛A组次轮美

国对阵英格兰，两队球迷就曾爆发足球

的“称呼之争”。最终两队打成平局，关

于football和soccer的争论并未分出胜

负。随着美国和澳大利亚接连止步十六

强，美国娱乐与体育电视网（ESPN）在社

交媒体上分享两队球员失意模样的照片

时感慨称，“这是soccer艰难的一天。”

维阿为儿子骄傲

从“非洲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

员”，到世界上首位职业足球运动员出身

的国家元首，贫民窟出身的利比里亚总

统乔治 ·维阿，人生经历可谓传奇，但他

也有终身遗憾——由于利比里亚不是足

球强国，他始终未能登上世界杯的舞

台。所幸，其子蒂莫西 ·维阿继承了父亲

的足球衣钵。由于小维阿出生于美国，

获得了代表美国男足出战的机会，得以

入选本届世界杯美国队名单。卡塔尔世

界杯上，蒂莫西 ·维阿带着父亲未竟的梦

想，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便实现进球。

作为父亲，维阿见证了儿子在世界

杯上的每一次突破。11月22日，小维阿

在美国与威尔士一战中进球后第二天，

乔治 ·维阿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与

儿子的合影，并写道：“一位骄傲的父

亲”；11月29日，美国1比0战胜伊朗晋

级十六强后，乔治 · 维阿转发了一段视

频，视频中穿着西装的他与儿子相拥，并

写道：“父亲骄傲的一刻。”然而，利比里

亚未出现在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圈，作为

总统的维阿却在卡塔尔停留近20天，引

发了国内舆论的巨大争议。

据报道，在小维阿跟随美国队抵达

卡塔尔当天（11月15日），乔治 ·维阿夫

妇也奔赴卡塔尔。此后，维阿出席了世

界杯开幕式，并观看了美国男足三场小

组赛与八分之一决赛。虽然利比里亚政

府表示，维阿此行是应卡塔尔埃米尔阿

勒萨尼之邀，并在此期间参加了多场双

边、多边首脑会谈。不过这一解释并没

有消除所有的反对声音。

政要亦球迷，世界杯给了他们一次机会
■吴雨伦

在7比0大胜哥斯达黎加队赛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来到更衣室，向西班牙队员们送上祝贺。 视觉中国

奇迹近在咫尺，终究无力触及。

一场残酷的点球大战，三名队员将球

罚失，日本队冲击世界杯八强的脚步

戛然而止。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杯八分之

一决赛中，经验老到的克罗地亚队笑

到了最后。常规时间1比1与日本队

战平，点球较量3比1胜出，身为上届

亚军的“格子军团”惊险挺进八强。

“日本队是莫大的惊喜，小组赛连

克德国和西班牙之后，他们的表现令世

界惊叹。”本场比赛前，国际足联官网如

此评价日本队的表现。以小组头名从

“死亡之组”突围，让两支世界冠军球队

吞下失利苦果，“蓝武士”展现出的团队

战斗力，令所有对手都不敢小觑。

相比从未闯入过八强的日本队，

克罗地亚队的世界杯战绩更为亮眼，

但小组赛表现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

容。主帅达利奇赛前坦言：“日本队足

够出色，德国和西班牙已遭到惩罚，我

们必须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注定艰

辛，我们会竭尽所能去赢得胜利。”

不同于小组赛中接连上演惊天逆

袭，这一次，日本队演绎出不同的剧

本。期望上半时就压制对手的“蓝武

士”，在第43分钟达成目标，堂安律利

用战术角球策动进攻，吉田麻也禁区

内将球捅向门前，前田大然抢点破门

改写比分。

面对信心十足的日本队，落后的

克罗地亚队继续稳扎稳打寻觅机会。

上半时接连与进球擦肩的佩里西奇，

终于在第55分钟扭转战局，头球冲顶

将比分扳平。随后，场上局面陷入僵

持，双方均未能在常规时间里收获进

球，本届世界杯迎来首场加时大战。

加时第9分钟，克罗地亚换下拼

尽全力的队长莫德里奇和科瓦西奇，

以生力军保持场上战斗力。体能相对

占优的日本队，曾在加时赛上半时最

后阶段连续发起攻势，但始终未能“杀

死”比赛。时间一分一秒耗尽，双方不

得不进入决定命运的点球大战。

尽管森保一预料到了点球对决的

残酷性，也为此做好了困难准备，但日

本队员的表现还是让他失望了。在南

野拓实、三笘薰连续罚丢前两个点球

的情况下，日本队已站在悬崖边上。

随后登场的浅野拓磨将球罚中，而克

罗地亚队的利瓦亚将球踢向立柱，给

了“蓝武士”一线生机。“生死”时刻，吉

田麻也的射门被利瓦科维奇扑出，“格

子军团”凭借帕萨利奇的破门，提前终

结了比赛。时隔12年，日本队又一次

倒在点球线上，也再度留下无缘世界

杯八强的遗憾。

不敌上届亚军克罗地亚队无缘八强

点球出局，日本队未能续写奇迹
■本报记者 谷苗

点球失

利，依然无缘

八强，日本队

主教练森保

一向球迷鞠

躬致歉。

视觉中国

时钟拨回2018年7月2日，俄罗
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罗斯托夫竞
技场，日本队对阵比利时队。

这场被认为毫无悬念的强弱对
话，演绎出跌宕起伏的剧情。不被看
好的日本队下半时2比0领先，又被
“欧洲红魔”利用身体优势连追两球，
眼看即将进入加时赛。获得角球的日
本队没有试图耗去所剩无几的时间，
而是果断组织进攻，球被比利时门将
库尔图瓦摘下后迅速发起反击，仅14

秒后，一次教科书般的快速进攻击垮
日本最后的抵抗。2比3，比赛落幕。

面对躺倒在地、不愿起身的队员
们，时任日本队主教练西野朗说：“请
你们记住罗斯托夫的天空。”天空中，
凝结着日本足球的沮丧、不甘与伤心。

球员们记住了。在那段电光石火
的14秒中多次出镜的长友佑都，在卡
塔尔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前，再次
挖出自己内心的伤口，“我从来没有忘
记对比利时的那场比赛。有很多次，
我突然就会想起比利时队的最后一次
反击。说实话，过去四年对我来说很

困难，因为总会想着世界杯。”
日本NHK电视台专程拍摄了一

部名为《罗斯托夫的14秒》的纪录片，
从各个细节还原了最后时刻的失
利。比利时队的14秒反击并非完美
无缺——首先来自日本队员对自己
能否支撑完加时赛的怀疑，因而在处
理角球时没选择拖延时间，选择最后
一搏；其次，当库尔图瓦摘下球时，吉
田麻也没有立即犯规，这一细节甚至
引出了前日本队主教练奥夫特关于国
民性问题的评论，这位荷兰人认为，日
本球员们太循规蹈矩了。

森保一没在片中亮相，但他是“罗
斯托夫14秒”的当事者之一。他是西
野朗的助手，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
就在那场比赛结束后，对森保有知遇
之恩的西野说：“森保，接下来就交给
你了。”“让我再考虑一下。”没有一口
答应的森保一，最终还是被日本足协
直接提拔为国家队主教练，虽然舆论
更倾向于聘请外籍教练。

带队四年，森保一的战绩似乎总
差那么一点点——亚洲杯屈居亚军，
兼管国奥队又与奖牌擦肩而过。更重
要的是，他略显保守的足球风格引发
了国内舆论的不满。在日本队比赛转
播的视频弹幕里，出现最多的是“无

能”，说的正是森保一。
1998年到2018年，日本足球六次

进军世界杯决赛圈，其中三次跻身淘汰
赛，始终无缘八强。日本舆论一直在期
待何时“破墙”，但怎么破，需要日本足球
寻找新的变革方向。《罗斯托夫的14秒》
里给出的参考答案——比如面对强队时
的自信，比如更为变通的比赛方式——
距离更近的森保一，肯定早已看到。

来到卡塔尔的这支日本队，与过去
不同。26名日本球员里有多达19人正
在为欧洲俱乐部效力，其中13人来自五
大联赛，而在7位国内俱乐部球员中亦
有3人有过旅欧经历。这是日本乃至亚
洲足球出征世界杯牌面最厚实的一次，
也因此成为日本球员信心的由来。

真正的自信无关牌面，而来源于与
强者的实战。同德国队的首战前60分
钟，依旧是一片“无能”的斥责声，日本队
怎么会变成这样？放弃了过去三十年来
一直引以为傲的控球，甚至似乎满足于
0比1落后的比分。但森保一在最后20

分钟将六位进攻球员留在场上的激进用
兵奏效了，日本球员们的高位压迫让德
国人很不适应，最终实现不可思议的逆
转。或许这只是巧合吧？

当第二战不敌哥斯达黎加时，日本
队的风评再度恶化。但在小组赛第三战

对西班牙时，森保一的球队又将对德国
队时上演的剧本一模一样地重演了一
遍。依然放弃控球的日本队，能快速找
到对手的战术软肋，并用极为统一的思
想实施逼抢，迫使对手的顶级球员犯
错。连续发生的巧合，便不再是巧合，而
是球队刻意为之，而是球员具备了实施
这种变化的能力。

对克罗地亚一战，又有肉眼可见
的变化：日本队没有如同对德国、西
班牙时那样放弃控球，在与莫德里奇领
衔的克罗地亚中场争夺球权的过程中不
落下风，对手持续大半场的高空轰炸
没有如四年前在罗斯托夫那般奏效，
被追平比分的日本球员也不再惧怕加
时赛的来临……
“站在世界最高的舞台上，希望你们

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是森保一在击败
西班牙后对球员所说的鼓励。世界杯八
强这道“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最残酷的
点球决战又错过了。但击败两位前世界
冠军，淘汰赛战平上届亚军，这份成绩已
经足够不一样了。“我们证明了球员们可
以在同一水准上与世界强者竞争。如果
继续保有信心，下一步应该考虑的是‘超
越’而不是‘追赶’。”森保一赛后向日本
球迷看台深深鞠了一躬。多哈的天空
中，写满了遗憾，但并非沮丧。

从“罗斯托夫的天空”到“不一样的风景”
界外球

■本报记者 沈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