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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榜

球员 进球

凯恩（英格兰） 6
卢卡库（比利时） 4
C罗（葡萄牙） 4
切雷舍夫（俄罗斯） 3
久巴（俄罗斯） 3
科斯塔（西班牙） 3
姆巴佩（法国） 3
卡瓦尼（乌拉圭） 3
米纳（哥伦比亚） 3

名记专专栏

■ 陈涛

北京时间7月4日凌晨的莫斯
科斯巴达球场附近被英格兰球迷的
高涨情绪所填充。在世界杯1/8决
赛中，英格兰队居然靠点球击败了哥
伦比亚队挺进八强。这是20年来，
英格兰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之一，此时他们的拥趸的心情可想而
知。赛后，在退场时还有英格兰球迷
去买啤酒，他们倒不是要一醉方休，
而是要留着那个印着英格兰和哥伦
比亚两队旗帜的啤酒杯作纪念。

谦逊的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
1996年罚丢了点球，一度成为英格
兰足球的罪人。因为1996年那届国
家队实力很强，非常有希望拿下在本
土举行的欧洲杯，可没过点球这一
关。加之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点球
告负，以及1998年世界杯点球告负，
英格兰不能踢点球，让外界共知。“三
狮军团”是“三喵军团”，这是一个重
要的论据。

而在7月4日的比赛中，英格兰
队年轻一代似乎没有老一代的压
力。队长凯恩身先士卒，他包揽了比
赛中的点球，点球决战还是他先来。

在英格兰队主罚点球时，有的英格兰
球迷已经不敢看了，他们捂着眼睛，
听身边同伴的欢呼声，然后拿开双
手，然后泪眼婆娑……

当戴尔最后一个点球罚中时，不
少英格兰球迷瞬间的感觉是凝固的，
他们似乎不相信这个事实，在停顿之
后才有了庆祝。我是非常理解凝固
的那一瞬，因为英格兰球迷都知道，
他们的球队心理素质不佳，点球等于
是逼他们上绝路，没想到这次居然绝
处逢生。

胜利之后，英格兰队绕场一周，
感谢球迷的支持。因斯巴达体育场
比较小，球员与球迷的距离非常近，
相互之间能看得非常清楚，中后卫斯
通斯一直向看台招手。

大约磨蹭了40分钟，英格兰球迷
才离场，此时超过晚上12点。现场还
有不少中国的英格兰球迷，多数是因
为爱看英超而爱上了英格兰队，他们
彼此的谈话内容还是刚才的点球决战。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概：“但愿有
生之年能看到一场英格兰点球获胜！”
实际上，因为英格兰点球一直烂，我们
都不记得他们也有点球获胜的时候
了。1996年欧洲杯1/4决赛，他们点
球先是4：2击败了西班牙，半决赛点
球输给了德国。这场胜利是28年来
大赛英格兰赢得的第二次点球决战，
三狮军团的球迷一定要记得啊！

（7月4日发自莫斯科）

英格兰也能赢点球了

平心而而论

■ 王黎刚

在英哥对决中，英格兰队眼看就要
取得胜利。但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哥
伦比亚后卫米纳的绝命一击将比赛带
入加时。在球迷看来，熟悉的剧本将要
再次上演，这将是英格兰队崩溃的开
始。但这一次，哥伦比亚的补时绝平没
有让英格兰人从心理上垮掉。这得益
于英格兰青年一代成长起来了。

在这几年当中，英格兰的青训梯
队多次在欧足联的青年队比赛中获
得好成绩，而曼城、热刺和利物浦的
强势崛起大大改变了原有的英超格
局。但比起前几任教练，索斯盖特除
了在战术上的成功之外，对更衣室的
掌控更是他的成功之源。更为重要的
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队的比赛
不管是结果还是内容，都令人满意，胜
利的队伍自然不会有任何矛盾，从球
员到教练上下齐心，三军用命。

对于点球大战，英格兰人的确心
存忌惮，毕竟在过去历届世界杯淘汰
赛阶段的点球大战中，英格兰人从来
都是悲情扮演者。也正因如此，难过
世界杯点球大战这一关的魔咒一直
困扰着英格兰队。从英格兰队与哥

伦比亚队的比赛过程看，英格兰队不
但成功破除了点球大战难以赢球的
魔咒，而且也还在世界杯上逐渐建立
起打赢点球大战的自信。

从英格兰队主罚的球员来看，他
们在射门前基本不玩什么花活，就是
直接一脚往死角踢，这说明球员自信
心十足。众所周知，在点球大战里，
球门的四个角都是理论上的死角，
只要有一定速度，门将基本无法扑
出来。在英格兰队以往的点球大战
里，媒体认为英格兰屡战屡败的主
要原因是心理素质不行，但其实如
果技术好射门准，自然会有这方面
的自信，南美球员在罚点球时大多
都比较稳，就是这个原因。

门将位置始终是英格兰队的短
板，过去十几年，无论是罗宾逊、格林、
卡森还是哈特，他们的表现都无法令
人完全满意。年仅24岁的皮克福德
如今被球队委以重任。皮克福德成为
继1998年的希曼后，英格兰队第二位
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扑出点球的门
将。他也是球队晋级的功臣之一。

英格兰队四分之一决赛将面对
瑞典队，过关的可能性不小。半决赛
无论是遇到克罗地亚队还是俄罗斯
队，英格兰队至少都不会处于劣势。
在解决了点球大战这个心魔后，英格
兰全队心理承受能力上了一个台
阶。一旦再遇到点球大战，相信英格
兰也不会再害怕了。

英格兰球员心理强大了

■ 阿成

随着英格兰点球大战淘汰哥伦
比亚，俄罗斯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
16强阵容产生时，上半区强、下半区
弱的特征就十分明显，进入八强战
后，“上强下弱”更严重了，简直是“上
下两重天”。

八强阵容的“上强下弱”，不仅是
传统印象中的强弱分明，还有许多数
据和事实来说明。八强队伍中，有4
支球队曾夺得过世界杯冠军，其中巴
西、法国和乌拉圭在上半区，另外一
支英格兰在下半区。在本届世界杯
开赛前人们谈论的夺冠热门中，上半
区的巴西是最大热门，法国或可列前
三，“新贵”比利时也被不少人提及；
而下半区只有英格兰可以进入“夺冠
热门”的讨论。上半区的4支球队迄
今全部保持不败，下半区保持不败的
只有克罗地亚。

在 1/8 决赛中，高质量、精彩刺
激的比赛都产自上半区，巴西 VS 墨
西哥之战攻防节奏快、技术含量高，
法国 VS 阿根廷之战过程跌宕起伏。

另外两场比赛从质量上看未必称得
上上乘之作，但也有很大的亮点，乌
拉圭 VS 葡萄牙，乌拉圭两位“神锋”
双剑合璧威力无穷；比利时VS日本，
20余分钟连进三球的大逆转和补时
阶段压哨绝杀，戏剧性十足。而闷
战则全部来自下半区，西班牙 VS 俄
罗斯，一方死守不出门，另一方传来
传去不得其门而入，场面令人昏昏
欲睡；瑞典VS瑞士，就看两伙壮汉角
力，不见足球的美感。进球数也许
更能说明问题，上半区4场比赛共打
进17球，而下半区4场比赛只有区区
7球奉献。

展望1/4决赛，上半区的两场对
决自然是人们期待的焦点大战。巴西
VS比利时，由于比利时小组赛阶段表
现出色，这场对决曾一度被预设为大
热门之争，但在与日本队之战后，比利
时的“热度”降低不少。比利时队虽然
球星云集，但毕竟底蕴不够，在大场面
中的表现起伏不定。法国队在与阿根
廷之战中刮起青春风暴，他们被视为
仅次于巴西的夺冠大热门，人们期待
着他们与巴西在半决赛中提前上演

“决赛”。不过，乌拉圭队经验丰富战
术变化多端，1/4决赛法国队得提防对
手又使出什么鬼手妙招。

下半区可以说黑马纵横，英格兰
队能否突破黑马的包围，是一大看

点。人们普遍认为，英格兰身处下半
区是捡了大便宜，但1/4决赛这一关
就不好过，“巨人杀手”瑞典队在晋级
过程中“刀下”沾满了世界杯冠军球
队的鲜血，英格兰会不会是下一个？
另一场对决为克罗地亚 VS 俄罗斯，
这意味着将有一支非传统豪强球队
将闯入四强。如此看来，本届世界杯
有黑马闯入决赛的可能性不小。

虽然八强阵容“上下两重天”，但
上半区再强，也只能有一支球队进入
决赛。而决赛一场定胜负，偶然性加
大，最终的冠军未必不会出自下半
区。2016年欧洲杯，也是一个半区强
队扎推，而葡萄牙从较弱的半区杀
出，最终击败夺冠大热门法国队，首
次捧起欧洲杯。这种故事，会不会在
本届世界杯上演？

八强阵容“上下两重天”
评头论论足 世界杯八强对阵图

北京时间7月4日凌晨，在莫斯科进行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八
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与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战成1：1平。经过点球
大战，英格兰队以5：4的总比分战胜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上图为英格兰
队球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英格兰队点杀哥伦比亚队挺进八强
英格兰守门员皮

克福德在点球大战中
扑出点球。新华社发

一哥伦比亚女球迷在观看英格兰队对阵哥伦
比亚队的比赛。 新华社发

“一切皆有可能，摆脱历史和期望
的重压。”

——英格兰队点球大战22年不胜
的“魔咒”在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中破
解，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诗意了一把。

“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我还不想
现在回家。”

——莫斯科的夜太美，晋级八强
还不足以让索斯盖特满意，他想继续
在这里书写传奇。

“英格兰球员被犯规次数多是因
为他们假装，但下一场他们会安分一
些。”

——哥伦比亚主帅佩克尔曼认为
英格兰队员被犯规是在“演戏”，向裁
判要牌的行为更是不能容忍。

“一场比赛如此多的犯规和中断，
我认为这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只
看哥伦比亚的队员，也应该看看英格
兰队的队员。”

——哥伦比亚与英格兰的比赛裁
判共给出8张黄牌，其中哥伦比亚队6
张，“三狮军团”2张。佩克尔曼认为
这不公平，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当球迷高声呼喊我名字的时候，
我有一种超现实的虚幻感觉。

”——“黑马”瑞典队1：0击败瑞
士队，24年来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

“黑马”主教练安德松有点受宠若惊。
“我看到这支巴西队非常坚定地

走在了夺冠的路上。”
——“球王”马拉多纳在一档节目

中表示看好巴西队，还好说这话的不
是贝利。

“希望上帝给我力量能够重回赛
场，但所有人都要受到年龄的限制，我
已经57岁了，我看到我的球队被一支并
非最好的球队打败很伤心，我们非常努
力建立了一切，但却轻易被毁灭了。”

——马拉多纳再次表达了对阿根
廷队被淘汰的遗憾。要是“球王”再年
轻30岁，不知道他能带领阿根廷队走
多远。

美女球迷三人行
世界杯“她力量”
贡献的不止是颜值

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勒夫继续执掌德国队
据新华社柏林7月3日电（魏颀）德国足协3

日宣布，勒夫将继续担任德国队主教练。当天早
些时候，勒夫在同德国足协高层进行会谈时公布
了自己的决定。

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说：“我们就很多方面
进行了坦诚而充满信任的交谈。大家一致确信，
勒夫会仔细地分析现状，展开正确的行动，带领国
家队回到成功之路。”格林德尔认为现在就做出详
细的分析为时过早，勒夫会和国家队领队比埃尔
霍夫一起充分地利用时间，在9月国家队参加首
届欧足联国家联赛前提交详尽全面的分析报告。

勒夫感谢德国足协对他的一贯信任，表示在
外界对此届世界杯德国队糟糕表现进行合理批评
的同时，他还感受到足协对他整体工作的支持和
肯定。“我仍然像前几天一样非常失望，但是我现
在愿意全身心投入到球队重建当中，”勒夫说。

勒夫在今年5月刚刚同德国足协延长了工作
合同，期限至2022年。

日本队长长谷部诚
宣布从国家队退役

据新华社东京7月4日电 在日本队无缘俄
罗斯世界杯八强后，日本队长长谷部诚宣布从国
家队退役。

“我已经决定以这届世界杯作为我在国家队
效力的最后篇章。”现年34岁的长谷部诚在其个
人社交媒体上称。

长谷部诚的离开也意味着“蓝武士”的阵容将
经历一番变化。32岁的前AC米兰前锋本田圭佑
也曾表达从国家队退役的想法。

上赛季随德甲法兰克福队捧起德国杯的长
谷部诚已为日本国家队效力12年，经历了五任
主帅。

俄罗斯世界杯是长谷部诚参加的第三届世界
杯。这也是日本队距离世界杯八强最近的一次。

网友侃侃球

小元：英格兰差点连没有J罗的哥伦
比亚都踢不过，靠裁判判点球+J罗没上，
才惊险过关，实在不怎么样。

安琪：皮克福德还不错，比以前的
英格兰国门好多了。他扑出一个点球，
是英格兰晋级的功臣。他有望成为英
格兰历史上出色的门将。

小雨：英格兰打瑞典都费劲，下半区感
觉克罗地亚能进决赛。上半区乌拉圭和法
国看谁能把握机会了。巴西和比利时，巴
西赢面大。个人认为这次巴西六星加冕的
可能性很大。

肯尼：瑞典很多球员基本功都不行，停球
都停不好。英格兰一直都不稳定，但是也不
见得差到哪去，这届有希望进决赛。

唐唐：德国、西班牙告诉我们，本届杯赛
不能太信老牌强队了。都说英格兰上上签，
瑞典也是这么想的。

峥嵘：个人认为，从实力上看巴西第
一，乌拉圭第二，法国第三，第四英格兰，第
五克罗地亚，但是球场上变化万千，什么意
外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