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和阿尔及利亚一战之
后，足球技战术词典或许会增
加一个全新的词汇：“门卫”。

也许你对切尼、伊基塔、奇
拉维特和坎波斯等能进球的门
将非常熟悉。但诺伊尔却足堪
成为“门卫”的代言人，在他之
前，在世界杯淘汰赛这样的重
要场合，上从未有门将敢如此
大范围、密集甚至是有些肆无
忌惮的在禁区外活动，并以后
卫的方式铲球和头球解围。

在雨夜湿冷的阿雷格里
港河畔球场，是除了在高接抵
挡之外还充当第五后卫的门
将＋后卫诺伊尔，在常规阶段
力保球门不失，把比赛拖入加
时赛最终帮助德国队赢得了
这场对阿尔及利亚的四分之
一决赛。

数据统计显示，诺伊尔禁
区外 5次关键的解围全部成
功。几乎打满全场的右后卫穆
斯塔菲解围才5次，左后卫赫韦

德斯的解围更是只有3次，诺伊
尔在禁区外，几乎是为德国再
增加了一个后卫的防守力量。

相信勒夫如果再回忆一下
诺伊尔那5次禁区外解围，就会
出一身冷汗。没有诺“门卫”，德
国这场比赛的后果不堪设想。

除此之外，诺伊尔全场跑
动距离达 5.45 公里，传球 32
次 ，完 成 24 次 ，成 功 率 达
75％——这数据怎么看也不像
一个门将。实际情况是，本场
比赛诺伊尔在拜仁的攻防转换
中也扮演者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三次向前锋穆勒直接传球，

两次向左边前卫厄齐尔直接传
球，距离都超过50米，成功率
达100％。

28岁的诺伊尔，无疑正处在
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时期，无论
是在拜仁还是在德国国家队，他
都是后防线上的顶梁柱。在夺
得了德甲、欧冠、世俱杯等荣誉
后，他当然也无限
渴望能够帮助德国
捧得大力神杯。

对于拥这个独特
“门卫”的德国队，又为
什么不呢？

（据新华社电）

频频冲出禁区防守

“门卫”诺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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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战果

法国 2：0 尼日利亚
（法国队进八强）

德国 2：1 阿尔及利亚
（90分钟0：0，德国进八强）

射手榜射手榜

5球 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
4 球 内马尔（巴西）、梅西（阿根
廷）、穆勒（德国）
3球 范佩西（荷兰）、罗本（荷兰）、
本泽马（法国）、瓦伦西亚（厄瓜多
尔）、沙奇里（瑞士）
2球 德派（ 荷兰 ）等16人
1球 奥斯卡（巴西）等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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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许尔勒和厄齐尔在加时赛中
的进球，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八分之一
决赛中2：1艰难战胜阿尔及利亚队。面
对“北非之狐”，德国门将诺伊尔至少5
次上演禁区外救险，俨然球队的另一名
后卫，然而在赞叹其活动范围广的同
时，德国后卫线也让人捏一把汗。

与此同时，首发出场的右边卫穆
斯塔菲在下半场因伤下场，队长拉姆
因此从后腰位置改打回他的老本行右
边后卫，德国队的进攻却因祸得福得
到改善。

诺伊尔多次出击救险，暴露出德国
中后卫转身慢、回追慢的弊端。拉姆位
置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队表现提
升，也给主帅勒夫在后腰和边后卫人选
上出了一道难题。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法
国队，“高卢雄鸡”的锋线实力远高于阿
尔及利亚，德国防线需要及时改进。

本届世界杯，德国队3场小组赛
只丢了2球，勒夫标新立异的4中卫防
线似乎正在发挥作用，3场小组赛，德
国的防线4人为右边后卫博阿滕、中
卫默特萨克和胡梅尔斯以及左边后卫
赫韦德斯。这4人在各自俱乐部中其
实主要都踢中卫，他们防高空球的能
力毋庸置疑，但却潜伏着一个危险，那
就是速度，这个最弱环节在与阿尔及
利亚一役中暴露无遗。

本场比赛，赫韦德斯因感冒缺席，
勒夫让默德萨克和博阿滕担当双中
卫，但这并没有将这条后卫线提速。
面对身体和速度俱佳的阿尔及利亚人
的快速反击，德国队后卫与门将之间
的空当被轻易利用。若不是诺伊尔的
活动范围广，德国队很有可能先丢球。

曼联后卫费迪南德在推特上侃
道：“诺伊尔这个清道夫下赛季完全可

以替代我在曼联的位置！”然而，志在
夺取第四个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显
然不能指望诺伊尔充当后卫。通常说
弱队出门将，此役诺伊尔的神勇应给
德国防线敲响警钟。

此外，德国队两名边后卫在向前
助攻方面也存在弊端，导致德国在进
攻核心格策、厄齐尔等被对方看死的
情况下，很难从边路寻求突破。

除去后防线，德国队在后腰方面
也在此役露出问题。与拜仁主帅瓜迪
奥拉一样，勒夫选择用边后卫出身的
拉姆担任后腰，这位拜仁和德国的双
料队长时而后撤到两名中卫之间，时
而像其他中场球员一样攻上去。然而
在阿尔及利亚人简单粗暴的攻击下，
拉姆却顾此失彼：进攻端上不去，防守
端又回不来。

然而，这一局面却随着穆斯塔菲

的受伤离场而得到改变。顶替感冒的
胡梅尔斯出战的穆斯塔菲，此役被安
排在右边后卫的位置，而在他受伤离
场后，勒夫派上中场球员赫迪拉。赫
迪拉和施魏因斯泰格组成的双后腰硬
度明显好于原来，就连勒夫赛后也承
认，赫迪拉为球队带来了更多力量的
因素。而拉姆在回到老本行右后卫也
很快进入状态，频频边路助攻，德国队
也逐渐控制了局面。

目前在德国队的防线中，胡梅尔
斯、穆斯塔菲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而
让拉姆改回边后卫，可缓解防线人员
的紧缺、加强边路进攻，也可将后腰位
置腾给赫迪拉和施魏因斯泰格，这样
的配置已经被证明效果不错，值得勒
夫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用到首发中。

新华社记者 姬烨 公兵 王浩明
（新华社巴西6月30日电）

德国队暴露出后防弱点

“北非之狐”戳中德意志软肋

2：0击退“超级雄鹰”尼日利亚，法
国队一扫南非世界杯上的耻辱，昂首晋
级八强。纵观全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
可谓先抑后扬，“高卢雄鸡”上半场一度
要死不活，直到23岁小将格里兹曼下半
时闪亮登场，法国队才重新抖擞精神。

面对实力平平的对手尼日利亚，主帅
德尚的开场变阵险些令球队“自吞苦
果”。上半时法国队祭出本泽马和吉鲁同
时首发的“最强”攻击阵容，瓦尔布埃纳担
任右边锋，然而这个纸面上的强阵却未能
收获理想的效果，反倒是平常心出战的尼
日利亚打得风生水起，若不是边裁明察秋
毫，上半场领先的将是非洲球队。

直到第62分钟，德尚才如梦初醒，
用边锋格里兹曼替下碌碌无为的吉鲁，
本泽马重回中锋位置，这一调整立竿见
影，格里兹曼的边路前插盘活了法国队
的进攻，他的突破传中屡次给门前的本
泽马、博格巴等人创造杀机。从第65分
钟，也就是格里兹曼登场3分钟开始，法
国队突然发起了一阵急风暴雨般的攻
势，并在第79分钟由博格巴头球吊射打
破僵局。此后便是一路顺风顺水，伤停
补时阶段，又是格里兹曼门前魅影一闪，
逼得尼日利亚后卫自摆乌龙，比赛就此
以法国队完胜告终。

赛后，国际足联将全场最佳奖项授
予博格巴，但实际上格里兹曼的登场才
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这名1991年
出生的皇家社会边锋虽然实力不俗，但
也绝非巨星水准，他在场上的战略意义

远大于个人发挥的重要性。
激进的433阵型是一柄“双刃剑”，由

于中场人数少相对且居中，需要依靠两名
边锋用突破来压制对手的边路，同时为中
锋创造杀机，两名边锋的发挥因此变得至
关重要。上半场法国队陷入被动的原因
就在于边锋位置上的用人不当，打惯了中
锋的本泽马突然拉到左路显得很不适应，
半场没有一次像样的突破，“小快灵”的瓦
尔布埃纳也不以突破传中见长，这样一
来，接不到喂球的中锋吉鲁就完全失去了
作用，半场形同蒸发，而边路进攻的哑火
也使得中后场险情不断。

好在看到了问题所在德尚及时做出
调整，关键位置上的一个换人，使局面发
生了根本性转折，“正牌”边锋格里兹曼
的登场使“高卢雄鸡”回到正轨，这位23
岁的边路好手并不需要扮演力挽狂澜的

“救世主”，他所做的只是规规矩矩地执
行战术，跑动、拉边、前插、传中，如此而
已，同时被“解放的”本泽马又可以在中
路兴风作浪，这与他们3：0大胜洪都拉
斯时的前场组合如出一辙。

跌跌撞撞搭上世界杯“末班车”的法
国队，赛前又折损了核心里贝里，他们的
世界杯前景本不被看好，然而这支低调
的球队在巴西的脚步却走得格外扎实。
但正所谓“对路的战术需要合适的执行
者”，只有将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地方，

“高卢雄鸡”才能走得更远。
新华社记者张强

（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30日电）

格里兹曼激活“高卢雄鸡”

据新华社巴西阿雷格里港6月30日
电（记者刘隆 姬烨 公兵）巴西世界杯八
分之一决赛德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经过
120分钟的鏖战，德国队最终凭借加时赛
一头一尾的两粒进球2比1险胜阿尔及利
亚队，闯入八强，下一场将与法国队争夺半
决赛席位。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主教练
勒夫承认球队长时间处于被动局面，他说：

“上半场球队在组织上遇到很大困难，对手
的反击非常有威胁，下半场我们长传球又
出现很多问题。我不认为我们踢得很差，
下半场我们有6至8个进球机会。但是下
半场我们有些疲劳，加时赛球员们的体能
遇到了些问题，我们应该下半场就解决问
题的。”

他说：“我们上半场表现确实不好，但
世界杯总会出现这样的比赛。巴西队甚至
必须坚持到点球大战才取得胜利，但不能
否认他们是一支出色的球队。世界杯就是
这样，如果你踢得很差，不会有机会进球。”

针对目前球队阵容，勒夫说：“穆斯塔
菲今天表现不错，只是遇到了小问题，但我
觉得他不会就此告别世界杯，也许只需休
息一段时间。赫迪拉为球队带来了更多力
量的元素，施魏因施泰格体能今天也遇到
了些问题，明天我们会检查他的状况。胡
梅尔斯也伤了，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球
队的整体状况，队员们都有些疲惫。”

德国队主帅勒夫：

我们有些疲惫

德国VS阿尔及利亚之战，勒夫在指
挥比赛。 新华社发

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30日电（记者
马邦杰 刘彤）尼日利亚队30日在世界杯
八分之一决赛中下半时连丢两球，以0：2
不敌法国队。“超级雄鹰”主教练科施赛后
炮轰主裁判执法不力，认为他对尼日利亚
队有偏见。

科施认为来自美国的主裁判盖格对
法国队的偏袒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胜
负。他认为盖格应该把法国中场选手
马图伊迪直接红牌罚下。法国选手在
比赛中一脚狠狠地踹到了尼日利亚后
腰奥纳兹的脚踝上。奥纳兹随后被用
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有报道
说，他脚踝骨折。

科施对盖格的这个判罚极其不满。
他说：“对于裁判我很不满意，因为奥纳兹
曾经两次遭到恶意铲断，但裁判没有采取
任何惩罚措施。我个人觉得裁判有些偏
见。这是在我教练生涯中第一次公开谈
论裁判，但他们的表现的确很糟。”

尼日利亚队主帅科施：

主裁判对我们有偏见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郑昕 李华梁）之
前遭到国际足联禁赛的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6月
30日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通过他的官方推特账户，
向基耶利尼表示道歉。

“我向基耶利尼和国际足球大家庭道歉。”苏亚
雷斯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说。

“在同我的家人相处多日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恢
复冷静，并回想6月24日与意大利的那场比赛。”苏
亚雷斯说，“我在过去几天中就此事做出了相反的表
态，并没有意图去干扰乌拉圭队在世界杯上的优异
表现。事件的真相就是，我的同行基耶利尼，在赛场
上与我的身体对抗中，遭到了被咬的身体伤害。”

最后，他补充说：“我向公众发誓，将不会再有类
似的事件发生。”

作为受害一方，基耶利尼在苏亚雷斯道歉之后
随即也在推特上表态，表现得很是大度。

基耶利尼在个人推特账户上说：“这件事已经过
去了，希望国际足联能减轻对他的处罚。”

苏亚雷斯正式道歉
基耶利尼为其求情“减刑”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30日电 荷兰足协30
日宣布，荷兰队的中场大将德容由于腹股沟的伤势，
可能缺席本届世界杯的剩余比赛。

在29日荷兰2：1淘汰墨西哥的16强战中，德
容在开场9分钟便一瘸一拐地下场，随即被因迪替
下。初步的医疗检查显示，他的伤势严重。在未来
两三天内，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给他的伤势下结论。

德容是荷兰队中场不可或缺的防守大将。按照
目前的情况，他将基本确定缺席荷兰队与哥斯达黎
加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荷兰中场大将德容
或缺席世界杯剩余比赛

德容（右）在与墨西哥队的比赛中受伤被替换下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巴西累西腓6月30日电 刚刚随哥
斯达黎加历史性闯入世界杯8强的中后卫罗·米勒，
很可能因左脚伤势缺席与荷兰的世界杯1／4决赛。

哥斯达黎加足协表示，米勒目前还在养伤。这
位29岁的后卫曾出战小组赛最后一轮闷平英格兰
的比赛，而随着球队主力中卫杜阿尔特在1／8决赛
中吃到红牌停赛，本将迎来大好机会的米勒却也面
临因伤缺战的危险。

“扫描显示他左脚肌肉有轻微的撕裂。”哥斯达黎
加足协在声明中称，“他将无法参加未来几天的训练。”

以弱势一方出战1／4决赛的哥斯达黎加，将在
当地时间7月5日挑战绝杀墨西哥晋级的荷兰队。
在小组赛中接连战胜乌拉圭和意大利进入淘汰赛的
哥斯达黎加，已经创造了本队的历史纪录。不过，主
力后卫杜阿尔特的红牌停赛以及米勒的出战成疑，
对这支中美洲球队继续创造历史蒙上了阴影。

哥斯达黎加中卫
或将无缘战荷兰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30日电（记者陈威
华）国际足联30日表示，巴西足协公关部主任罗·帕
伊瓦将被禁赛一场，不得前往巴西对哥伦比亚的比
赛现场。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在仔细研究了录像之后
称，巴西与智利赛后，两队球员在过道里出现短暂骚
动，帕伊瓦用拳头打了智利前锋皮尼利亚的脸，并被
当场驱逐。

巴西队返回特雷索波利斯训练基地之后，帕伊瓦
对媒体表示，当天的骚动一开始是由巴西前锋弗雷德
与智利队员在球场开始的，到了通往更衣室的过道之
后，皮尼利亚突然走上前来推他，导致他只好出手。

不过，皮尼利亚对国际足联仅对帕伊瓦禁赛一
场的决定表示不满。他在推特上写道：巴西队的新
闻官帕伊瓦先生毫无理由地袭击我，国际足联不该
支持这种犯罪。苏亚雷斯因为咬人断送了自己的巴
西世界杯生涯。一位新闻官打人却仅被禁赛一场，
天理何在？

拳击智利前锋脸
巴西新闻官遭禁赛

北京时间7月1日，在德国队
与阿尔及利亚队之战中，德国队守
门员诺伊尔（左）出击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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