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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战果

阿根廷 1：0 瑞士
（90分钟0：0，阿根廷进八强）

比利时 2：1 美国
（90分钟0：0，比利时进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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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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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上半区
法国VS德国

（北京时间7月5日00：00）
巴西VS哥伦比亚

（北京时间7月5日04：00）
下半区

阿根廷VS比利时
（北京时间7月6日00：00）

荷兰VS哥斯达黎加
（北京时间7月6日04：00）

八强对阵

赛后声音赛后声音

比利时和美国队的世界杯八分之
一决赛90分钟常规比赛内，美国队门
将霍华德获得的头衔只有一个：“门
神”。正是他一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魔手”，让克林斯曼的球队熬到了
加时赛。

加时赛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比利
时队最终靠着集体配合攻破了霍华德
的十指关，让这个“神”走下神坛，但35
岁的他以16次扑救刷新了世界杯历
史单场扑救最多纪录。

“他们带我来就是干这个的。在
这样级别的比赛里，你所面对的就是

高水平的竞赛。比赛的时候你不会想
着别的，就是努力解决问题，相信自己
能行。我们无法更进一步，我们尽了
全力，但被一个十分优秀的对手击败
了，比利时队很好地利用了创造出来
的机会，”霍华德说。

开场仅38秒，比利时队奥里吉耶
的劲射被霍华德封出底线。第21分
钟，又是霍华德侧扑将阿尔德韦雷尔
德的远射拿下。这之后，阿扎尔低射、
德布鲁因抽射、默滕斯门前头球吊射、
威尔通亨小角度射门、孔帕尼扫射等
等，都被超凡的霍华德一一化解。正

是他的神勇表现，才让比利时90分钟
内的30次射门、20脚射正球门的努力
化为乌有。

整场120分钟的厮杀，比利时队
打出了惊人的38次射门、27次射正的
数据。大胡子门将神一般的16次成
功扑救赢得了对手和所有人的尊敬。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的，”被评为当
场最佳的霍华德表示。

美国队主教练克林斯曼赛后说：
“蒂姆（霍华德）的表现真是太精彩了。
正是他的出色发挥才能够让我们坚持
下来。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这是目前效力于英超埃弗顿队的
霍华德代表美国队参加的第104场国际
比赛。2006年世界杯赛上，他没有得到
上场机会。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霍华
德作为主力门将随队晋级16强。

新华社记者冷彤 潘毅
（新华社巴西萨尔瓦多7月1日电）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记美国队门将霍华德

北京时间2日清晨，戏剧性远大于
观赏性的巴西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战
罢，16支队伍经过4天的艰难博弈，在
继续保留巴西、德国、荷兰、阿根廷、法
国5支球队夺冠希望的同时，也令“加
时”、“J罗”、“诡计”、“门神”这四大关键
词应运而生。

加时

8场比赛，5场加时，本届世界杯八
分之一决赛之胶着程度超出预想，若不
是罗本在墨西哥队的禁区内最后赢得
点球，加时赛的数量有可能达到6场。
5场加时中，巴西、德国、阿根廷3支夺
冠热门均险遭土豪逆袭，智利队更是将
东道主逼到了点球大战的绝境中，而

“黑马”比利时队竟然在90分钟内狂轰
滥炸30次无一破门。

加时赛频出的背景即是射手哑火、

门将神勇、比赛沉闷。在小组赛阶段摧
城拔寨的内马尔、梅西、穆勒均告哑火，
哥斯达黎加队更是与希腊队联手奉献
了近几届世界杯以来罕见乏味的闷
战。淘汰赛中无弱旅，但实力接近的较
量使得其中6场比赛的上半场为互交
白卷，这直接对球迷增加了催眠效果。

J罗

每届世界杯都不乏天才或妖人大
放异彩，本次的领衔主演非詹姆斯·罗
德里格斯（J罗）莫属。连续4场比赛
皆有进球，凭借5粒进球暂居射手榜
榜首，前腰位置的高效覆盖，未满23
岁的黄金年龄和俊朗面庞——这一系
列元素叠加到哥伦比亚队2：0战胜乌
拉圭队之后得以升华，球迷们开始称
他为J罗。

“罗氏家族”在世界杯赛场可谓江
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本届世界杯上时
运不济无缘16强的C罗外，历史上还

加时·J罗·诡计·门神
——巴西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四大关键词

“梅西！梅西！梅西来了！”在圣
保罗伊塔盖拉球场混合区等了近一
个小时的记者们终于等到了梅球王，
大家一哄而上，纷纷将录音笔、手机、
麦克风递到梅西面前，但记者实在是
太多了，隔着球员和记者的挡板此时
已经无法承受压力，现场的工作人员
只好蹲下来用肩膀扛住，以免挡板倒
塌发生事故。

梅西不紧不慢地走到记者面前，
很简洁地回答着记者们的问题。而能
够最早抢到采访梅西位置的人毕竟是
少数，在混合区再往前的记者们都焦
急地等着球王尽快结束第一波采访，
然后能够走到自己跟前停下来，但梅
西心情很好，耐心地回答着每个记者
的问题，扛挡板的小伙子眼看有些支
撑不住，甚至招呼其他同事过来帮忙；
而这边等待的记者们看到这滑稽的景
象也都不顾规定，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第一波采访终于结束，排在后面
的记者都招呼他，我也大胆地叫：“梅
西，请这边！”幸运的是梅西在我面前

停下了，梅西真的挺矮小，而且说话
声音不大，很柔和。问梅西本场比赛
的感想，梅西说：“我们赢得很艰难，
我们确实不想踢点球，因为点球运气
的成分更多。”

梅西还评论了几句比赛，但当他
离开时我发现，由于“围攻”球王的记
者太多，不知道谁碰到了我手机上的
按键，然后我的录音只持续了20秒！
本来心满意足打算撤退的我立刻急
了，这不行啊，我还得继续追上去！

当然，还有众多没有采到梅西的
记者都不甘心，拼命往前跑追着他，
现场一片混乱，甚至有记者绊倒了，
但是梅西似乎不想停了，好几拨记者
叫他都没有叫住。眼看着就快到电
视记者采访区，我们将过不去，但大
家都没有放弃，纷纷呼喊球王的名
字，终于梅西在文字记者区快结束的
地方又停下了脚步，但我站得比较靠
外，直接提问是无望了。

背着装有电脑、相机的沉重背
包，所有记者都在竭尽全力离梅西更

近一些，好在我的位置还能把手机递
进去录音。有记者问梅西本届世界
杯有何不同，他说：“每届世界杯都各
有不同，相同的是我们都会尽全力，
今年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继续赢球。”

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的梅西表
现也是最抢眼的，但他谦虚地表示：

“我认为赢球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作
用，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整体作战，
我们每一个人都竭尽全力，我们都为
了国家而战。”

简单说了两句，梅西又走了，这
时在记者区的边缘还有无数记者在
堵截，这次我是真的挤不进去了，拼
命踮起脚尖手臂也无法冲破里三层
外三层的记者人墙。终于放弃的我
向后退了一步，站到旁边，我更清楚
地看到了这壮观的景象，不由得再次
感叹梅球王的魅力。

今天是我世界杯第10次进混合
区采访，以前从未如此艰难。

新华社记者 赵焱
（据新华社巴西7月1日电）

梅球王的魅力挡板挡不住星耀巴西星耀巴西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1日电 巴西队队医
1日表示，经过几天治疗，在巴西与智利的世界杯八
分之一决赛中受伤的内马尔恢复良好，将于2日正
常参加全队的训练。

“他伤在左腿和右膝，一直积极接受治疗，现
在恢复不错，”巴西队队医何塞·路易斯·伦科表
示，内马尔的伤势将不影响他出战巴西队与哥伦
比亚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当天，内马尔还观看了
巴西队替补队员与弗卢米嫩塞俱乐部青年队的一
场练习赛。

此外，在6月30日的训练中，参加了和智利队
比赛的巴西队球员都在室内恢复体能，但这一举动
却被巴西国内媒体指责说球员训练不够积极。对
此，伦科回应说：“球队的主要任务是踢球，而不是
训练。他们在下午踢了一场120分钟的比赛，这在
体能和精神上都耗费很大。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
休息。”

巴西队和哥伦比亚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当地
时间7月4日下午5点在福塔莱萨进行。

内马尔伤势恢复良好
已正常参加全队训练

诡计

《孙子兵法》中强调过：“兵者，诡
道也。”世界杯赛场上，并非每一次诡
计都能完成。在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
赛中，严谨的德国人竟也玩起了堪称
奇葩的任意球战术，穆勒在向皮球助
跑中佯装跪地摔倒，然后迅速爬起跑
向空位，也许是演技含量不足或是防
守队员过于疲劳反应较慢，这次诡计
没能转化成进球，却继续强化了穆勒
的“二娃”绰号。

在与乌拉圭队的比赛中，哥伦比亚
队连续两次在角球点佯装呼唤主罚队员
时偷偷将球踢出，意在主罚队员“交接
时”，突然带球杀入禁区，可惜边裁拒绝
配合他们的演出。

八分之一决赛成功完成诡计的只有
罗本，在屡次闯入禁区被放倒却换不来
点球后，他终于在补时阶段赢得点球，凭
借这一粒入球，荷兰队避免了加时赛并
击败墨西哥队晋级。

门神

中国人发明的这个名词本来是秦
琼与尉迟敬德的专利，但在巴西世界
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有 5名门将配得
上这一称号。当 34岁的前国米门将
塞萨尔已沦落到美职多伦多FC队，外

界始终在质疑他能否守好东道
主的大门，但在与智利队的比
赛中，恰恰是进入职业生涯晚
期的他扑出了两记点球，将巴
西队从“鬼门关”拽回到四分之
一决赛。

德国门将诺伊尔在八分
之一决赛中恐怕经历了职业

生涯最频繁的出击，在球队大举压上
玩传控时，正是他屡屡冲出禁区扮演
中后卫解围，他也因此得到“门卫”
雅号。

而卖萌的尼日利亚队恩耶亚马、在
补时阶段倒钩抢点角球的瑞士队贝纳利
奥、90分钟内力拒比利时队30脚射门
的霍华德，都献上了神奇演出，无论成败
都难掩他们的光环。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王春燕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据新华社巴西特雷索波利斯7月1日电 由于
巴西中场球员古斯塔沃累积黄牌停赛，斯科拉里1
日表示，接下来对阵哥伦比亚，他或将变阵352，因
为“桑巴军团”曾用这套阵形在2002韩日世界杯上
最终登顶。

“我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现在的阵形
（4231），将一名中场队员补到后腰的位置上，像之
前训练过的一样”，主教练斯科拉里说，“另外便是将
球队的阵形变为352，就是我曾在2002年世界杯采
用过的阵形。”

斯科拉里补充说，如果继续目前的阵形，埃尔纳
内斯、保利尼奥和拉米雷斯都有首发的可能。而如
果球队变阵，丹特或者恩里克将出任一名中卫。

“我们会利用赛前这几天时间进行演练，教练
组则会根据球员的身体状况和训练表现确定首发
的人选。”

“桑巴军团”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上的表现一直
备受质疑。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依靠门将塞萨尔的
神勇发挥，巴西队才通过点球大战艰难战胜智利，晋
级八强。下场比赛他们将对阵哥伦比亚。

巴西或考虑变阵352
桑巴军团曾用此阵在韩日世界杯夺冠

球队在比赛中尽了最大努力，我们
本来有机会将比分扳平。我为每位球员
自豪。他们让自己的国家今天为他们在
世界杯上的表现深感自豪。

最近几年，美国足球招募了一些新
球员，并在青少年的层面上培养了一些
不错的苗子。这些孩子们还在成长和学
习中。

球员们还需要多学习，在比赛场上
还要更加富有创造力。面对强队的时
候他们往往先对对手的名字产生了敬
畏心理，希望假以时日能够在这方面得
到提高。 （据新华社电）

美国队主帅克林斯曼：

为每位球员深感自豪

我们没什么好自我批评的，如果需
要，我肯定会比你更早意识到。但这场
比赛我们配得上胜利，赢球才是关键，我
要恭喜我的球员们，他们都表现得很好。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首先进入半决
赛，现在离决赛还差两场比赛，你不能把
两步简化成一步，我可不会犯这种不成
熟的错误。 （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队主帅萨维利亚：

我们不需要自我批评

这场比赛很激烈，我们创造了很多
进球的机会。球员的表现很精彩。我们
配得上一场胜利。下轮面对阿根廷队，
我们应该忘记今天的胜利积极备战。

我们踢得很好，我们很勇敢。我对
球员和所有人感到高兴。我们就配晋级
四分之一决赛。

我们将先燃烧自己，努力成为一个
强劲的对手。我们的足球水平不错，我
们需要更加有创造性。我都想好了如何
对付阿根廷队，你们媒体记者就不要操
心了。 （据新华社电）

比利时队主帅维尔莫茨：

我们就应该赢

我的执教生涯到此为止了，我为自
己感到自豪，很骄傲执教过那么多出色
的球队，成为瑞士队的主帅是我的荣幸，
现在要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会去电视台
当解说嘉宾，这样就不会再体会输球的
感觉了。 （据新华社电）

瑞士队主帅希斯菲尔德：

我的执教生涯结束了

北京时间7月2日，梅西（前）在与瑞
士队的比赛中拼抢。

北京时间7月2日，美国队守门
员霍华德在比赛中指挥防守。

阿根廷队在加时赛快结束时
才打进致胜入球。图为迪马利亚
进球后庆祝。

尼日利亚队守
门员恩耶亚马（左）
神勇扑救。 “J罗”罗德里格斯带球。穆勒（中）这下可是真摔了。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有巴西队的“肥罗”、小罗。如今J
罗强势崛起，从世界杯前最被看好的新
秀之一到4场比赛的持续绽放，J罗在哥
伦比亚队的地位正逐渐超越前10号球
员巴尔德拉马。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巴西
队，将是对J罗的关键考验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