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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4：2 荷兰
（120分钟0：0，阿根廷进决赛）

半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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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赛场内外赛场内外

昨日战果昨日战果

射手榜射手榜

6球 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
5球 穆勒（德国）
4 球 内马尔（巴 西）、梅西（阿
根廷）
3球 范佩西（荷兰）等6人
2球 德派（荷兰）等21人
1球 奥斯卡（巴西）等83人

星耀巴西星耀巴西

阿根廷队时隔24年后再度打入世界杯决赛

从“神奇四侠”到“十一勇士”

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阿根廷门将
罗梅罗神勇扑出荷兰人两记点球，成为
阿根廷队9日挺进巴西世界杯决赛的
首功之臣。然而，如果没有中场大将马
斯切拉诺在90分钟比赛行将结束时的
出腿破坏，荷兰“飞侠”罗本或许已完成
绝杀，而罗梅罗也不会有表现自己的机
会。

90分钟比赛的最后时刻，罗本突然
在禁区外启动并突破了阿根廷队后防，
直捣罗梅罗把守的城门。就在罗本用
左脚射门的一瞬间，一只脚伸了过来，
准确地踢到皮球，将球破坏出底线。这
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就是30岁
的马斯切拉诺。

赛后，阿根廷两大报纸《国民报》
和《号角报》不约而同称赞马斯切拉诺
最后时刻的阻截并一致认为，这一脚
破坏相当于一个进球。阿根廷队因为
这一脚将比赛拖到了加时赛直至点球
大战。有了马斯切拉诺的奋不顾身才
成就了门将罗梅罗在点球较量中的神
勇。

而整场比赛中，马斯切拉诺基本上
盯死了罗本，让后者最终无功而返。阿

根廷队胜出后，马斯
切拉诺眼含热泪地表
示：“我们面对的是一
场生死战，我们享受
了今天的比赛。”

马斯切拉诺还借
机向那些参加过世界
杯预选赛、但未能入
选 23 人名单的队友
们表示问候。“许多球
员已不在球队，但他
们在我们的心里。这场胜利也属于他
们。”

展望13日与德国队的决赛，马斯
切拉诺表示：“但愿我们能够捧杯，这

种事情人这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但
不管结果如何，我对球队所展示的谦
逊和牺牲感到自豪，我们的目标就是
闯入决赛。”

现效力于西甲豪门巴塞罗那队的
马斯切拉诺在中场的拦截能力首屈一
指，为后防线筑起一道可靠的屏障。根
据国际足联的技术统计，马斯切拉诺本
届世界杯6场比赛中踢了600分钟，抢
断成功42次。他还完成了478次传球，
准确率达到了86.6％。

2003年12月15日，阿根廷队在国
际足联20岁以下世界杯半决赛中输给
巴西队。赛后，马斯切拉诺极度失望地
看着球场，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球队
主教练托卡利的安慰都未能让小伙子
平静下来。

“穿上阿根廷国家队队服对我来说
意味着很多，这是难以言表的感觉。”马
斯切拉诺赛后说。

如今，10多年过去了。曾两度随阿
根廷队赢得奥运会金牌的马斯切拉诺
成为主教练萨维利亚所依靠的主要球
员之一。他也参加了前两届世界杯，但
阿根廷均折戟于四分之一决赛。

13日的决赛，阿根廷依然需要马斯
切拉诺来稳定军心。

新华社记者冷彤 郑道锦
（据新华社圣保罗7月9日电）

马斯切拉诺
一只脚“救”了阿根廷

7月9日，阿根廷独立日。198
年前，阿根廷人通过武装斗争摆脱
西班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8
年后的今天，阿根廷国家队在巴西
世界杯半决赛上战胜荷兰队，时隔
24年后再度跻身世界杯决赛，还
有什么比用一场胜利更能纪念这
一充满英雄主义的节日呢。

当点球大战罗德里格斯攻入
制胜一球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彻底沸腾了，圣马丁广场和百年公
园顶着寒风观看直播的，楼宇中守
在电视旁的，路上通过电台收听广
播的球迷，同一时间爆发出震天动
地的嘶吼，早已准备好的烟花如年
夜一般升起在城市上空，阿根廷人
对足球的热情顷刻间如同引爆的
原子弹。

压抑太久突然而至的狂喜无
法独自消受，圣马丁广场看完直播
的球迷纷纷举着旗子、吹着喇叭、
喊着“阿根廷前进！”的口号，向位
于市中心的方尖碑聚集。这些从
首场比赛一直陪伴国家队至今的
忠实球迷，他们需要释放过去一个
月来积压在内心的惶恐，他们需要
把自己融入足球同道者的洪流，共

同享受此刻如在巅峰的欢愉。
这场胜利，对于阿根廷国

家队来说，也如同浴火重生。
小组赛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之

前几乎没有人能断言，这支状态不
稳定的球队究竟能走多远。然而，
他们毕竟走过来了，小组赛，淘汰

赛，最后点球大战击败宿敌荷兰取
得决赛入场券。回首过往，在“老
好人”萨维利亚的调教下，梅西小
子们真的开始成熟了。

本场比赛，尽管无球入账，阿
根廷的表现亦是可圈可点：后防线
稳固，德米凯利斯补位及时，基本
把罗本屏蔽在禁区之外，中场马斯
切拉诺、佩雷斯不知疲倦的奔跑向
对手扑防施压，有效切断了荷兰直
切前场的通道，让范佩西孤掌难
鸣。

直到四分之一决赛还有人说，
账面不错的阿根廷队最大的遗憾
是没有自己的风格，他们每场表现
都让人难以理解，既不是极端的控
球狂，亦非极端的防守反击者。确
实，面对这支随性而难以驾驭的球
队，萨维利亚不断在进攻和防守间
做着艰难的抉择。

这是一场主帅和球星间的路
线斗争。首场对波黑，一向注重攻
防平衡的萨维利亚祭出532阵型，
结果在梅西“兵谏”之下改打433，
由梅西、伊瓜因、阿圭罗和迪马利
亚组成的“神奇四侠”彻底控制了
比赛。此后，人们一直认为，只要
有梅西，有“神奇四侠”，“探戈军
团”可以无往而不胜，萨维利亚的
战术算计可以暂时搁在一边。

萨维利亚多次表示，并不认同
这种过度依赖球星的打法，但是他
是个有耐心的人。当“神奇四侠”
推动着队伍前进时，他让出比赛主

导权，而当“神奇四侠”火力渐弱甚
至无法应付日益强劲的对手时，萨
维利亚再次出现。在对尼日利亚
的比赛中，阿圭罗受伤下场，“化
妆”为中场的拉维奇出场被证明是
萨维利亚战术渗透的开始。

实际上，在同比利时的比赛
中，“探戈军团”打法已基本成型：
前中后场阵型收缩更加紧凑，三层
战线间注重配合，观赏性可以打折
扣，进攻的火力有所下降，一切必
须以防守为前提。事实证明，萨维
利亚最终还是沿用自己的药方：防
守，然后防守反击。在对比利时的
比赛结束后，前场奔跑抢断甚至不
惜犯规的梅西承认说：“从来没人
要求我这么踢过。”

萨维利亚深知，南美足球最大
的毛病就是英雄主义情结，但是要
想走得更远，必须把核心放在中后
场。他是个低调的实用主义者，相
较于富有激情的进攻，他更看重稳
健的防守和团队合作。

向着冠军冲
刺的阿根廷需要

“神奇四侠”，更
需要11名勇士。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据新华
社布宜诺斯艾利
斯7月9日电）

据新华社海牙7月10日电 荷兰
队9日在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中点球不
敌阿根廷队，金杯梦再度破灭。荷兰媒
体赛后纷纷哀叹，“橙色梦想又一次破
灭”。

荷兰《电讯报》以“橙军出局”为题
的报道说，“荷兰队的梦想破灭了。橙
色军团在范加尔的带领下，闯入了面对
阿根廷队的半决赛。这场令人焦躁不
安的比赛在120分钟后进入了恐怖的
点球大战，最后荷兰队失利。在连续赢
得了5场比赛的胜利之后，荷兰队的巴
西之旅就此结束了。”

荷兰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在
120分钟不温不火、不够令人激动的比
赛之后，荷兰队最终在点球大战中2：4
负于阿根廷队，错过了巴西世界杯的决
赛。”报道认为，荷兰与阿根廷两支球队
踢得都很谨慎，防守密集，全场比赛并
没有太多机会。

《新鹿特丹商报》表示，这场比赛的
失利对于荷兰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失
望”。报道认为，荷兰队上半场踢得很
保守，下半场略有改观，但是仅有的几
次机会也没有抓住，就此在点球大战后
输掉了比赛。

荷兰媒体：

橙色梦想再度破灭
据新华社柏林7月9日电（记者

王东）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艰
难地在点球决战击败荷兰，而自己的球
队已经进入决赛的德国媒体则表示，踢
得很难看。

德国《明镜》周刊认为：“这不是
一场精彩的半决赛，然而胜者可以进
入决赛，与德国队争夺冠军。在120
分钟的角逐中，两队几乎没有任何亮
点。”

“40年前，荷兰人曾创造出全攻全
守的革新打法，并且在1974年世界杯
赛上异军突起，拿到亚军。但是在现任

荷兰队主教练范加尔那里，433阵型仅
仅排在次要的位置。克鲁伊夫曾经屡
屡抱怨对手粗糙，同时范加尔也指责对
手阿根廷人在本届世界杯赛上没有打
出漂亮的足球。”

“事实上，范加尔的指责还是有道
理的。荷兰人尝试着通过长传突破阿
根廷队的密集防守。30分钟过后，罗
本和范佩西一共传出了26脚长传。但
是斯内德等的射门不是偏出，就是被门
将没收。相反阿根廷人的注意力集中
在地面，其中梅西第15分钟的直接任
意球极具威胁。”

德国媒体：

阿荷半决赛很难看

我现在非常开心，为整个球队所有的队员，为了
我们整个团队感到高兴。虽然我现在没在阿根廷国
内，但我能想象到阿根廷人民欢呼庆祝的场景。

从场上的情况来看，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
赛。比赛很艰难，两队都没创造太多得分的机会，但
不能只是根据平局的比分（常规时间）来分析这场比
赛，队员们都很尽力，我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赛前，我还真没特别安排他练习扑点球。不
过，罗梅罗今天表现确实很棒。

我们的决赛对手德国队历来是强队，他们以
前有马特乌斯，贝肯鲍尔，还有很多优秀的球员。
事实上，可以说他们是（本届世界杯）最强的队
伍。很明显，我们的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德国
队有4天的准备时间，我们只有3天。但是，通过
坚持和细心的准备，我们会在决赛中拼尽全力，争
取胜利。 （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队主帅萨维利亚：

德国队是本届最强队

萨维利亚在场边秀脚法。 新华社发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球队。今天
这场比赛是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我们没有创造什
么进球的机会，同样阿根廷队也没有。攻防平衡，
我们做的很好。

我一直认为就不该有三四名比赛，这话我都
说了10年了，15年前我就提过。让两支失利的球
队去踢这个比赛是很残酷的。但世界杯还是设了
这一比赛，我们还得去踢。 （据新华社电）

荷兰队主帅范加尔：

不该有三四名比赛

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梦想了很多年，现在这个
时刻来到了。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的表现，我们
的国旗将在世界杯决赛上再次飘扬，我希望一切
能够如我们所愿。

一次世界杯的决赛肯定是一名球员职业生
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我们一定要力争取胜。
在今天的比赛中我也想到过失败，但最终我挺过
来了，因为我想到最多的还是我们要参加决赛，
现在我们做到了。阿根廷上一次夺冠的1986年
我还很小，才 6 岁，但我还清楚记得。这次决赛
的对手德国队有技术、有力量，他们战胜了巴西
队，我们一定要注意拉开空当，充分利用空间，
还要用脑子踢球。 （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球员马斯切拉诺：

今天这个时刻
我们梦想了很多年

能进入决赛是我一直梦想的、一直盼望的，这
对我还是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但事情真的发
生时你的头脑中不会想太多。我们一直非常努
力，我们在今年世界杯的比赛上还没有被其他球
队战胜，到点球大战的时候，我很有信心，就想一
定要帮助球队保持不败。不能说我一个人拯救了
阿根廷队，我们是一个团队，由23个人组成，我们
的国家队是世界一流球队。其实今天的比赛与此
前的相比，我更加平静，我知道自己能够帮助球
队，感谢上帝，我也做到了。 （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守门员罗梅罗：

点球大战我有信心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7月 9日
电 国际足联9日公布处罚决定，禁
止尼日利亚足球界参与任何国际足球
事务，理由是尼日利亚“政府干涉”了
该国足协的运作。

国际足联称，这一“禁足令”立即
生效，尼日利亚的各支球队和官员们
已被驱逐出所有的国际比赛和会议。

上周，尼日利亚政府罢免并逮捕
了从巴西归国的尼日利亚足协主席迈
加里，理由是足协未能在世界杯期间
解决与球员在报酬上的分歧。

对于尼日利亚体育部任命的足协
新领导层，国际足联拒绝承认。

在巴西世界杯上，尼日利亚队在
小组赛中出线，但在16强战中以0：2
不敌法国队。

尼日利亚
被全球“禁足”

据新华社沈阳7月10日电（李
铮 张逸飞）记者10日从沈阳警方了
解到，巴西世界杯期间，沈阳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已抓获19名网络赌球参与
者，涉案金额超过300万元。

巴西世界杯开赛之后，沈阳警方
一直保持着对网络赌球的打击态势。
在本次行动当中，沈阳市公安局治安
支队民警通过线索摸排，发现了以犯
罪嫌疑人齐某、才某等人为首的犯罪
团伙利用境外网站组织“网络赌球”的
违法犯罪活动。

7月4日晚，警方分头行动，将包
括齐某和才某在内的共计15名涉案
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这15名犯罪
嫌疑人被带走时，正在观看7月5日
凌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8进4的比赛
直播。警方同时还查获了手提电脑3
台，仿真枪4支及部分毒品。

经突审，犯罪嫌疑人齐某等人对
组织“网络赌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据交代，齐某、才某等人在世界杯
期间利用境外某赌博网站进行“网络
赌球”，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人民
币。目前，涉案的齐某、才某等6人已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余9人被依
法予以治安处罚。

另外，沈阳警方还于6月25日前
后抓获了四名赌球参与者，世界杯期
间，抓获的赌球参与者达到了19人。

沈阳警方抓获多名
世界杯赌球参与者

北京时间7月10日，阿根廷队球
迷在圣保罗场外观看比赛，庆祝球队
闯入决赛。 新华社发

阿根廷球迷庆祝胜利

马斯切拉诺（右）
与荷兰队球员维纳尔
杜姆拼抢。

新华社发

在点球大战中，梅西为
阿根廷队罚中第一个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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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上届世界杯我们输给德国队的那场
比赛，我们当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我们取得
今天的成绩确实是在防守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因
此有更大信心面对德国队，我现在就想表达自己
的快乐和幸福。

决赛取胜的关键，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去争取、
去奋斗，首先要有取胜的信心，因为世界杯从来都
不是简单的。 （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前锋伊瓜因：

我们的防守改善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