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西打破世界杯进球
荒后怒吼。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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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积分
E组
法国 1� � 0� � 0� � 3� � � � 0� � � 3
瑞士 1� � 0� � 0� � 2� � � � 1� � � �3
厄瓜多尔 0� � 0� � 1� � �1� � � � �2� � � 0
洪都拉斯 0� � 0� � 1� � 0� � � � �3� � � 0
F组
阿根廷 1� � �0� � 0� � 2� � � � 1� � � �3
尼日利亚 0� � 0� � 0� � 0� � � � 0� � � 0
伊朗 0� � 0� � 0� � 0� � � � 0� � � 0
波黑 0� � 0� � �1� � 1� � � � 2� � � �0

积分射手榜

昨日战果

明日对阵

赛后声音

场内外动态

2014年 6月 17日
星期二

赛事前瞻

瑞士 2：1�厄瓜多尔
法国 3：0�洪都拉斯

阿根廷 2：1�波黑

18日
00:00�比利时 VS�阿尔及利亚
03:00� � �巴西 VS�墨西哥
06:00�俄罗斯 VS�韩国

（CCTV—5 直播）

2球 内马尔（巴西）、范佩西（荷兰）、
罗本（荷兰）、本泽马（法国）

1球 奥斯卡（巴西）等 26人

北京时间 6月 18日，巴西世界杯小
组赛将进行 3场角逐；H组的比利时VS
阿尔及利亚、 俄罗斯 VS 韩国为首轮最
后 2场比赛； 而A组的巴西VS墨西哥
则点燃第二轮的战火。

比利时 VS阿尔及利亚

“妖人”扎堆的比利时队被许多人
视为巴西世界杯最有可能一鸣惊人的
球队，由于新一代球星涌现，这几年在
欧洲重新崛起。 不过，由于很久已未在
世界大赛中亮相，这支新红魔多少有些
神秘色彩。

比利时队在世界杯决赛圈曾是一支
令人敬畏的欧洲力量，但过去 12 年里，
他们居然不可思议地连续缺席了 3届欧
锦赛和 2届世界杯， 几乎彻底从大赛舞
台上消失。

新红魔此次杀气腾腾卷土重来，队
中尽是分布在欧洲各顶级联赛球队的骁
将，卢卡库、阿扎尔、费莱尼、贾努扎伊、
范比滕、 孔帕尼、 维尔马伦、 库尔图瓦

……个个是所在球队的中坚力量且
“妖”气十足。 在欧洲区预选赛中，比利
时 8 胜 2 平 0 负，进 18 球失 4 球，提前
一轮出线， 无怪乎人们看好他们在巴西
赛场的表现。

比利时抽中 H 组，是首轮比赛中压
轴登场的种子队，首轮对手为“北非之
狐”阿尔及利亚。 人们期待着比利时延
续预选赛中强劲攻防实力， 惊艳回归世
界杯舞台。

不利的消息是，世界杯临近时比利时
遭受伤病困扰，队中多名球员特别是锋线
主力受伤。 不过，面对该组实力最弱的阿
尔及利亚，比利时拿下首战应无大碍。

巴西 VS墨西哥

东道主巴西队是夺标最大热门，他
们也从来没有掩饰摘下“第六颗星”的
雄心。 18 日，巴西与墨西哥之战拉开第
二轮角逐的序幕，如果巴西获胜，提前晋
级 16 强淘汰赛， 成为首支小组出线的
队伍。

巴西队首战克罗地亚因为一个有
争议的点球， 让人觉得胜之不武，但
3:1 的比分足以让巴西队获得信心。
对于墨西哥，巴西队肯定会更加重视，
而与拉美球队较量， 巴西队显然要比
应对东欧球队得心应手。

墨西哥队在历史上与巴西的对决中
处于下风，但近些年来，他们也曾经多次
战胜巴西。不过，墨西哥队在去年联合会
杯小组出局后进入了动荡期， 实力下滑
不少。虽然墨西哥首战击败喀麦隆，但主
要是因为对手兵无斗志， 以墨西哥队目
前的实力， 看来很难阻止东道主取得两
连胜率先出线。

俄罗斯 VS韩国

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是俄罗斯最
近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圈亮相， 当时他们
在小组只赢了一场就出局。 12 年后，俄
罗斯由名帅卡佩罗执教下再次进入世界
杯决赛圈。俄罗斯队状态不错，此前 9场
赛事保持不败。

韩国晋级巴西世界杯之路并不平
坦，亚洲区预选赛他们两次被伊朗打败，
还败给乌兹别克和黎巴嫩， 他们仅仅以
净胜球之差压过乌兹别克， 以十强赛小
组第二名出线。

韩国队以 2012 年奥运队的球员为
骨干， 而其中核心球员如孙兴民、 奇诚
庸、洪正好、具滋哲在英超和德甲球队效
力。 而俄罗斯队阵中球员多数来自国内
联赛，但俄超球队实力不俗。从实力对比
上看， 韩国队很难从俄罗斯队身上讨得
便宜。 ■ 林永成

红魔终于神秘登场
巴西有望率先出线

射手榜

踏上 15 日晚里约热内卢马拉卡
纳球场的草坪，阿根廷“球王”梅西在
开始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时，心
里积压着郁闷。 前两次世界杯征程，上
场 570 分钟、31 脚射门却仅收获 1 粒
进球， 这样一张成绩单对于手捧 4 座
金球奖奖杯的当世巨星来说可谓颜面
扫地。

于是，与波黑队一战 65 分钟之后，
全场 7.4 万观众见证了“梅球王”进球
后毫无保留的怒吼。 他飞奔到角旗边，
疯狂撕扯球衣，享受队友们的热情拥抱。
看台上，巴西环球台解说员长叹一口气，
说道：“真的，不要招惹‘梅球王’。 ”

过去的这个西甲赛季是梅西和他
的巴塞罗那近几年来的最低谷， 去年
金球奖毫无悬念败给 C 罗， 赛季末团
队和个人又四大皆空， 曾经不可一世
的梅西似乎正在走下神坛。 转身来到
世界杯战场，8 年未有进球的事实被
媒体一遍又一遍提起放大， 他早已厌
倦了外界对于他在国家队表现的质
疑———这位早已不需要用进球证明自
己的天才， 走到了职业生涯一个尴尬
的十字路口。

马拉卡纳的看台上，巴西球迷挑衅
般高喊：“欧莱， 内马尔！ 欧莱， 内马
尔！”类似的标语亦随处可见。少言寡语
的阿根廷 10 号在整个上半场形同梦
游，除了开场阶段主罚任意球间接导致
对手后卫自摆乌龙外，对球队的贡献几

乎为零。 半场哨响，“梅球王”拖着懒散
步伐往休息区走去， 耳边是现场巴西球
迷的阵阵嘘声。

不要招惹“梅球王”，因为沉睡中的
他会在关键时刻随时醒来，后果很严重。
易边之后，似乎是如梦方醒，梅西慢慢将
比赛拉入属于自己的节奏，护球、突破、
传接、打门，随着步伐越来越快，巴萨 10
号的威力终于开始显现。身前的阿圭罗、
伊瓜因和身边的迪马利亚很快感受到了
这种变化， 阿根廷攻击四人组终于及时
回到正轨。 于是在第 65分钟，一粒贴着
梅西标签的世界级进球诞生了： 与伊瓜
因做撞墙配合，禁区前拿球，小碎步横蹚
甩开所有后卫闪出空当抽射， 皮球击中
立柱入网，波黑门将鞭长莫及。

进球点燃了看台， 分明是里约的马
拉卡纳， 却瞬间变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的糖果盒球场， 看台上天蓝色的海洋汹
涌澎湃， 到场的近 5万阿根廷球迷高喊
梅西的名字，3分到手，心满意足。

里约一战胜得并不轻松， 阿根廷主
帅萨维利亚只给本队首秀表现打了 6
分。 的确，无论是梅西还是阿根廷队，在
首次参赛的波黑面前远未展现应有水
准。 连对手阵中的米西莫维奇都说：“阿
根廷是冲着半决赛、决赛去的，否则就是
灾难。 ”这个夜晚，被点燃的梅西，之后
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新华社记者 王帆 潘毅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6 月 15 日电）

星耀巴西

不要招惹

振兴法兰西足球

本泽马成“头马”
上一位在世界杯单场独中两元

的法国球员是谁？ 答案是齐达内。
1998年的决赛，“齐祖”的两记头球
让法国足球站在了世界之巅， 而 16
年后的巴西， 本泽马在法国 3：0 完
胜洪都拉斯的比赛中“梅开二度”，
从前辈手中接过了振兴法兰西的接
力棒。

本泽马的进球，终结了法国队在
世界杯一系列的耻辱纪录： 自 1998
年后从未在世界杯首战赢球、自
2006 年半决赛 1：0 击败葡萄牙后
在世界杯再无胜迹，最重要的是，这
场比赛让“高卢雄鸡”走出了南非世
界杯“零进球”出局和罢训内讧的阴
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如今这支法国队，在当天的比赛
中首发平均年龄仅有 26 岁零 173
天，26 岁的本泽马是这支队伍中仅

有的 3 位国家队出场次数超过 50
次的球员（还有洛里斯和埃弗拉）。
作为“老大哥”，本泽马在法国队苦
攻洪都拉斯 43 分钟无果、好不容易
获得一粒点球时，顶着压力一蹴而就
打开了胜利之门，之后又在第 72 分
钟以一记劲射终结了悬念。唯一让本
泽马可惜的是，法国队的第二粒进球
算作了“乌龙球”，让自己与“帽子
戏法”擦肩而过。

其实在世界杯开始前，本泽马在
队中的位置并不稳定，主教练德尚在
他和阿森纳中锋吉鲁之间左右摇摆。
直到法国队的最后一场友谊赛，本泽
马用两粒进球和两个助攻的表现率
队取得 8：0 狂胜， 赢得了德尚的信
任拿到首发位置。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冷彤
（据新华社巴西 6 月 15 日电）

本泽马（左二）与队友
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哥伦比亚首都球迷狂欢

引发 9死 15伤
据新华社波哥大 6 月 15 日电 （记者侯熙文）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古斯塔沃·彼得罗 15
日表示，14 日下午至 15 日凌晨哥伦比亚球迷为
本国球队在巴西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得胜举行的欢
庆活动发生事故，造成 9死亡，另有 15人受伤。

彼得罗当天在推特上说，狂欢过程中，整个波
哥大发生了超过 3000 起斗殴事件， 造成了 9 人
丧生，15人受伤， 其中绝大部分斗殴是由过度饮
酒引起。

而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 15 日恰逢哥伦比亚
总统大选投票，自 14 日 18 时至 16 日 6 时，哥伦
比亚全国范围内实施禁酒令，所有餐厅、超市和娱
乐场所必须停止贩卖和消费酒精类饮料。

彼得罗宣布将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安全对策，
以防止在 19 日哥伦比亚队对科特迪瓦队比赛结
束后发生类似的悲剧。

哥伦比亚队时隔 16 年再次闯入世界杯。 14
日，他们在 C组首轮比赛中以 3：0击败希腊队。

德国队要开踢了
车王舒马赫醒了

据新华社柏林 6 月 16 日电 （记者班玮）舒
马赫醒了！ 德国媒体欢呼，《图片报》称这是今年
最好的消息。 马上要迎来世界杯首战的德国国脚
听到这一消息也兴奋不已，深受鼓舞。

舒马赫的发言人萨宾·凯姆当天在一份公报
中指出，德国“老车王”“不再处于昏迷状态”，并
已经离开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医疗中心。

德国国脚波多尔斯基在刚刚在巴西进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德国队祝愿舒马赫早日康
复：“舒马赫和大家一样痴迷足迷。我代表德国队
球员祝愿他尽快站起来， 并能看我们踢几场球。
如果我们最终能赢得冠军，这份大礼自然会让他
高兴。 ”

德国知名赛车记者凯·埃贝尔也说，车王是个
大球迷，或许世界杯的喧嚣对他苏醒起了些作用。

舒马赫热爱足球众所周知， 他常参加各类明
星足球义赛， 并招集有足球天赋或有球瘾的 F1
车手组建自己的球队在一些 F1 大奖赛期间为慈
善事业踢球。 巴西教练斯科拉里曾说， 如果舒马
赫没有去开赛车，他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球员。

德国国脚显然也一直牵挂着舒马赫的伤情。 巴
西世界杯开赛之日，德国国家队曾发表推文说，“世
界杯今天在圣保罗开幕了，这里是你最后一次赛车
的地方。 ”推文的标题是“继续战斗，迈克尔”。

干嘛把奖颁给我？
瑞士头号球星不愿抢头功
� � �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6 月 15 电 （记者王浩明
公兵 刘彤）“我也不知道 FIFA干嘛把奖颁给我？ ”

瑞士 2:1 绝杀厄瓜多尔获得 E 组首胜， 沙奇
里在得到比赛最佳球员奖项后如是说。

显然，瑞士头号球星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
本场比赛，沙奇里尝试 5 次射门，1 次射正。 送出
37次传球，33次成功，其中威胁球 4次。纵观其整
场表现，虽然没有进球助攻，但作为进攻核心，沙
奇里还是合格的。 22岁的他对自己显然要求十分
严格，才认为 FIFA给自己颁奖是“高级黑”。

“塞费罗维奇干得漂亮！我也不知道干嘛把最
佳球员奖颁给我。 当然，这是 FIFA 的决定，我也
很高兴。 ”沙奇里说。

瑞士绝杀厄瓜多尔

鲁埃达：冲动是魔鬼
� � �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6 月 15 日电 （记者王浩
明、公兵、刘彤）从领先，到被扳平，再到被绝杀，厄
瓜多尔人的心脏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折磨。 在 E组
首轮丢掉大好局面，1:2 被逆转败给瑞士队后，厄
瓜多尔出线前景暗淡。主帅鲁埃达赛后不禁叹息：
“冲动是魔鬼啊！ ”

“这是一场非常紧张的比赛，两队打得都非常
好。 或许我们队员觉得我们输得很冤， 因为我们
有很大机会赢， 但足球就是这样。 我们开始打得
很好，但最后阶段，我们感情用事，打得非常冲动，
这是造成我们输球的原因。 ” 鲁埃达在赛后新闻
发布会上说。

瑞士球员塞费罗维奇绝杀厄瓜多尔后庆祝。
新华社发

阿根廷主帅萨维利亚：

下半场改变了战术
� � � �我们上半场的布置强调的是控制
比赛， 但这显然不够， 我们还需要深
度，下半场的换人做到了这一点。

中场休息时，我们根据上半场的情
况及时进行了调整，我们需要加强前场
的攻击和中场的防守。 梅西是世界上最
好的球员，但他也需要同伴的支援。

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总是非常困难
的。 一支球队不应总踢一种足球。 有
时需要一些变化以迷惑对手。 不能认
为我们犯了错误。 我们只是尝试不同
的踢法而已。 （据新华社电）

波黑主帅苏希奇：

乌龙球令人遗憾
� � � �那个乌龙球来得太早， 我们的运
气实在太差。 希望下一场对尼日利亚
时，运气会站在我们这边。今天我已经
尽了全力， 希望全队能打好后面两场
小组赛。 （据新华社电）

法国队主帅德尚：

点球打开胜利之门
� � � �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比赛总是重要
的。 洪都拉斯队的防守强度很大，我们
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将对手防线撕开。 第
一个点球帮助我们打开了胜利之门。

第二个进球通过门线技术球被判
有效，很不错。 裁判员看到了重放，但
唯一的问题是赛场大屏幕播放的是皮
球碰到右侧门柱的情景。 我理解苏亚
雷斯 （洪都拉斯主教练） 先生的不舒
服，因为首先播放的不是进球，但最终
的判决是正确的。

首场比赛能够以 3：0 获胜是个不
错的开始，但这只是小组的首场比赛，
接下来还有瑞士队， 法国队还要表现
自己。 （据新华社电）

洪都拉斯主帅苏亚雷斯：

这该死的机器
� � � �我对最终裁判判进球有效并没有
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但电视回放的第
一个画面是没有进球， 第二个说是进
了。 那么我就不知道到底哪个算正确
的？这该死的机器先是说不，然后又说
是。 哪个是真实的？ （据新华社电）

梅球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