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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6 日电
阿根廷队在26日进行的足球美洲
杯决赛中，经过点球大战以2：4再
次负于智利队，连续两届获得亚
军。赛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的队
长梅西表示，他将会从国家队退役。

作为世界级巨星的梅西在代
表阿根廷出战的113场比赛中共打
入55个进球，他同时还是阿根廷队
的队长。不过在决赛中，罚丢了点
球导致阿根廷队最终失利的结果无
疑让他难以接受。他赛后接受电视

采访时说：“国家队的生涯
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这

已经是第4次决赛了。我努力了。
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但是我拿
不到，所以我觉得都结束了。”

阿根廷队在2007年美洲杯决
赛中负于巴西队，在2014年世界
杯决赛中输给了德国，在2015年
美洲杯决赛中又不敌智利队，连续
四次亚军，梅西都参与其中。很多
阿根廷球迷质疑几乎没有在阿根
廷呆过的梅西，认为他无法给球队
带来冠军，同1990年的马拉多纳
相比还差得很远。

梅西说：“无论如何，我射失了
那个点球。我想这（退役）对任何
人都是好事。首先对我是好事，其
次对所有人也是好事。我想有很
多人都希望这样，他们非常不满

意。杀入决赛，但没有能够夺得冠
军，这样的结果我们也不满意。”

“没有给阿根廷队带来冠军，我
比任何人受的伤都多。但只能如此，
很不幸，我只能两手空空地离去。”

不过，也有人认为梅西说的只
不过是气话。阿根廷队接下来的
比赛将是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目
前仍然是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

刚刚过完29岁生日的梅西已
经跟随阿根廷队获得20岁以下世
界杯冠军和奥运会冠军。他还带
领巴塞罗那拿到4个欧洲冠军和8
个联赛冠军，在过去的513场比赛
中共打入453个进球，其中包括西
班牙联赛中破纪录的312个进球。

点球大战不敌智利，连续两届获美洲杯亚军

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

■ 新华社记者 韦骅

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
在本次美洲杯上已打入5球的
梅西会成为阿根廷队在决赛中

失利的“罪人”之一，他在
赛后哭泣的画面也让无数
球迷动容。而他退出国家
队的言论更是超过了决赛

本身，成为最
大的新闻。

自从2005年进入大部分
球迷视野以来，梅西便不断地被
人与球王马拉多纳作比较。在
俱乐部层面，梅西是当之无愧的
王者，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马
拉多纳也未曾有过的高度。但
在成年国家队，梅西却从未率领
阿根廷队在大赛中捧杯。梅西
并不是没有机会，为国效力近
10年，帮助阿根廷四次进入大
赛决赛，却均铩羽而归。阿根廷
与冠军的距离，看似这么近却又
那么远，而梅西与球王之间，也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2007年美洲杯，阿根廷过
关斩将，与死敌巴西队会师决
赛。面对一支“巴西二队”，几
乎以全主力阵容出战的阿根廷
被0：3击溃，梅西也首次尝到
了亚军的酸楚。

2010年南非世界杯，阿根

廷队十分顺利地闯入八强。然
而面对四年前在点球大战中淘
汰自己的德国队，阿根廷队的
出局方式更为直接，以0：4败
北。而赛前被寄予厚望的梅西
却颗粒无收。

四年后的巴西世界杯，梅
西真正唱起了主角，他在小组
赛中打入4球，阿根廷也时隔
24年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
而这一次，德国队又成为了阿
根廷人的苦主，格策在加时赛
的绝杀进球让阿根廷队整场的
努力化为徒劳。

2015年，阿根廷人再一次
在美洲杯决赛中饮恨。梅西在
本次美洲杯上的表现并非不够
出色，但由于在决赛中碌碌无
为，有人提出剥夺他在阿根廷
队的队长职务。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王子江

法兰西之“魂”究竟是谁？这
个困扰了外界很久的疑问，终于
在德尚心中有了清晰的答案——
他不是帕耶，也不是博格巴，而是
能在“10号位”将全队攻势盘活，
且能凭借一己之力稳定军心的技
术型全能攻击手。他，就是格里
兹曼。

在连续第四场遭遇上半时“进
球荒”后，没有人敢确定，0：1落后
的东道主一定能逆转韧劲十足的爱
尔兰，因为“高卢雄鸡”自赢得2000
年欧锦赛后，在随后三届赛事中从
未在淘汰赛阶段赢过球，而这一次
他们还面临一大顽疾——缺少一名
真正的领袖，能让一批天才球员围
绕他形成整体打法。就在面临被淘
汰的风险时，格里兹曼终于站了出

来，而能够预见他将起到“灵魂”作
用的，恰恰是主帅德尚。

“我在中场的一大战术变化
是，把格里兹曼从右路调回到中
路，让他与吉鲁更靠近一些，右路
由小将科曼的速度去填补，形成
四个人的攻击群，”德尚在赛后

“复盘”时说。
这一调整堪称扭转劣势的“神

来之笔”。从中场休息的更衣室出
来后，德尚立即换人，用小将科曼换
下领到黄牌的坎特，将全队由首发
的433变阵为4231。其中，格里兹
曼由右边锋改打前腰，呼应“单箭
头”吉鲁。科曼接替他打右路，博格
巴和马图伊迪全部后撤，在格里兹
曼身后“保驾护航”，而全队攻势就
此盘活，格里兹曼仅用4分钟就完
成了大逆转，他也被评为全场最佳。

“不论在左路、右路、还是禁区，

我都会倾尽所能。但如果位置能更
靠前一些，我会踢得更自如，那也是
我平时常打的位置，”25岁的格里兹
曼赛后说。相信他的这番表态，也
将与德尚对其作用的重新定位形成
共识。

从皇家社会队出道的格里兹
曼虽年少成名，入选过法国U19、
U20、U21国家队，但并没有过早
处于聚光灯下，而是在小球队的高
出场率“锤炼”下，一步步走向强
队，成为马竞不可或缺的射手。自
加入马竞以来，格里兹曼代表俱乐
部出战 75 场联赛，已有 44 球入
账。主帅德尚在2014年便将他召
入国家队，并带他参加了巴西世界
杯，且在小组赛首战就让他顶替受
伤的里贝里出场，这对他的成长无
疑有很大帮助。

“对我而言，一年来都这样。

在马竞，我们赢了不少 1：0的比
赛，但在过程中却非常艰难，”格
里兹曼说。

“我曾想，到了法国队肯定不一
样，但到目前为止几乎都一样！我
就知道这场球非常艰难。接下来必
须仔细分析，这场球哪里做得好，哪
里不那么好，”他说。

如格里兹曼所言，法国在至今
四场比赛中赢得都很难，大都是上
半时习惯性疲软和不进球，下半时
从60分钟左右起才开始发力，直到
锁定胜局。

“我们上半场确实踢得不行。
更衣室里，我们和教练都谈了谈，我
们是为法国而战，必须要付出全部，
所以下半时你看到了另一支球队。
球迷们也没有放弃，陪着我们迈过
了那道坎，”他说。

(新华社里昂6月26日电)

小球会走出的超级射手
——揭秘“真核”格里兹曼

与冠军这么近又那么远
——梅西国家队生涯回顾

德尚（法国队主帅）说：“我中
场休息时本来可以提高嗓门提醒
他们的，但（我没有），因为我们更
需要保持冷静，变换阵势，让球员
们清醒一些。结果所有球员都表
现得非常好，不仅仅是场上的球
员，替补席上的球员也一样。大家
都共同面对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晋
级。”他还说：“我们并不是每个方
面都做得很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
能做到这点。本届欧锦赛所有对

手的实力都很接近。”
爱尔兰队开场仅两分钟就凭借

点球领先，德尚说，比分落后的法国
队上半场踢得很难受。“我们被迫在
进攻上投入更多的力量，下半场，因
为爱尔兰队防守得很深，我让格里兹
曼贴近中路的吉鲁，增强门前的压
力，然后让科曼发挥速度优势冲击对
方后卫线，边锋也更多地参与到进攻
之中。四名前锋突前，我们立刻创造
了更多的机会。”

勒夫（德 国 队 主 帅）表示，
“德国战车”还当不得夺冠大热
的名号，要赢得赛事，他们还需
继续提升。

“整体来说，我对球员们今天
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我们没给
对方留太多进攻空间，我当然也
很满意我们没有失球，一方面我
们的防守非常出色，另外中场的
表现也可圈可点，是他们令对方
难以推进到前场，给防守减轻了

压力，”勒夫在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

“不过要因为这场比赛就说我
们是夺冠大热，就太没根据了。”他
补充道，“后面的对手会越来越强，
德国队要想夺冠，必须不断提升自
己。我想无论何种情况下我们都
应该持续改进自身，一旦松懈就会
给对手可乘之机。毕竟欧锦赛无
弱队，小组赛对阵波兰的比赛就证
明了这一点。”

勒夫：
“德国战车”仍需改进

德尚：
中场休息时唤醒了球员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王黎刚）2016
年海口市少年儿童乒乓球季度联赛昨天在海口
金时水上运动城收拍，近百名少年儿童参赛。
最终，陈俊桦、钟奇轩和夏崢淇分获甲乙丙组单
打冠军。

海口市少年儿童乒乓球季度联赛共有4站
比赛，报名人数不限，按年龄分甲乙丙组进行单
打比赛（不分男女）。参赛运动员不限户籍，小年
龄组可打大年龄组。各季度赛取前16名记分，
按各季度赛积分总和，录取前16名进入总决赛。

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陈运魁说：“经过
去年的打造，市少年儿童乒乓球联赛影响越来
越大，联赛不强调名次，很多少年儿童自参赛
后，身体素质得到提高，家长也很希望孩子多参
加这样的文体生活。”

本次联赛由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主办，海
口市乒乓球协会承办，金时水上运动城协办。

海口市举行
少儿乒乓球季度联赛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7 日电
阿根廷国家队前锋阿圭罗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更多阿根廷球星可能会追随
梅西的脚步，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涯。

“梅西很有可能不是唯一一名从

国家队退役的球员，”阿圭罗表示，“这
是我们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

阿圭罗说：“在更衣室，每个人的
情绪都很崩溃，尤其是梅西，我以前从
来没见过他如此伤心。”

阿圭罗并没有透露自己是否是
有可能退出国家队的球员之一。32
岁的后卫马斯切拉诺与前锋伊瓜因
是否会继续国家队生涯目前还是个
疑问。

阿圭罗：更多人可能退出国家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双创杯”海口
市篮球联赛半决赛第四回合的比赛近日在海口
灯光球场结束。尽管有4大外援保驾护航，华
溢福兴队还是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最终，华溢
福兴队71：91惨败宁翔新华队，无缘决赛。农
垦总医院队以72：68淘汰海南师范大学队，晋
级决赛。决赛采取五局三胜制，决赛的第一回
合28日在海口市灯光球场举行。

华溢福兴队和宁翔新华队的第4场较量率
先开打，华溢福兴队的外援们表现得可圈可点，
尤其是该队的2号马尔科姆三分命中率高达百
分之八十，为球队贡献了21分。21号莫也不
甘示弱，取得了15分。

第二场比赛，海师大队对阵农垦总医院
队。第一节海师大队来势汹汹，该队8号王诒
焕多次组织强攻得分，以15：14暂时领先。第
二节，农垦总医院队调整战术，以36：29实现反
超。第三节，海师大队展开猛烈攻势将比分反
超，以50：47再次领先农垦总医院队。第四节
是整场比赛中争夺最激烈一节，距比赛结束还
剩 30多秒，农垦总医院队 33号投中关键两
分。最终，农垦总医院队72：68战胜海师大队，
以总分3：1挺进决赛。

海口市篮球联赛半决赛结束

农垦总医院队
和宁翔新华队争总冠军

新华社西班牙萨拉戈萨6月26日电 26日，
中国国青男篮在2016年U17男篮世青赛上迎
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加拿大队。结果，中国
国青男篮以54：105惨败，八分之一决赛将迎
战韩国队。

加拿大队开局就打了中国国青男篮一个
15：0，中国队直到首节比赛进行到3分33秒时
才由王奕博命中三分，打开僵局。中国国青男
篮最后不得不接受惨败51分的结局。

三轮小组赛过后，国青男篮1胜2负，力压
战绩相同的澳大利亚和芬兰，最终以C组第二
的身份晋级16强。当地时间28日的八分之一
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D组第三的韩国队。韩
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但因净胜分少而排
在战绩相同的法国和波黑之后。

U17男篮世青赛

中国惨败于加拿大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苏斌）27
日的总局训练局篮球馆内，中国女篮进行了从
奥运落选赛归来后的首堂训练课。主教练马赫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球队力争在里
约奥运会上打进前八，但他同时坦承，实现这一
目标“存在难度”。

据了解，中国女篮将于7月7日启程前往
加拿大，与奥运小组赛首个对手加拿大队进行
三场热身赛。奥运落选赛前，两队曾有过一次
交锋，当时中国队以58：74落败。

主帅马赫：

女篮里约奥运力争前八

格里兹曼
新华社发

智利4：2阿根廷

美洲杯决赛战报

烽火欧洲杯

智利队夺冠

（6月27日）

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创出佳绩

17岁少年跳出8米30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电 2016年全国青年
田径锦标赛27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进行了第
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在男子跳远比赛中出现了
令人咋舌的成绩，17岁的江苏选手石雨豪以8
米30获得冠军，刷新了该项目亚洲青年纪录。

此外，8米 30的成绩是中国跳远选手在
2016年创造的最好成绩，也是本赛季世界第六
好成绩。在去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8米30
可以获得一枚男子跳远的银牌。

当日的比赛中，1998年9月出生的石雨豪
全部六跳中有五跳成绩在8米以上。8米30的
夺冠成绩更是刷新了世锦赛铜牌得主王嘉男在
2015年5月的上海钻石联赛上创造的8米25
的亚洲青年纪录。

6月27日，梅西在输
掉比赛后神情失落。

新华社发

今日重磅

德国3：0斯洛伐克
法国2：1爱尔兰

比利时4：0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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