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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各擅胜场 金杯花落谁家
评头论论足 世界杯半决赛对阵及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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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侃侃球

小麦：克罗地亚中场大将莫德里奇真
乃足球场上的不死战士，从开赛到加时，
不知疲倦全场飞奔，最后点球大战，击中
横梁反弹出来然后居然又神奇地进了！
连上天都在眷顾拼搏付出的人。

听风：俄罗斯能打进八强，主教练切
尔切索夫居功至伟，这个教练清楚地知道
球队的实力，能审时度势扬长避短，排兵
布阵很有针对性。

南宫：冠军就看法国队与比利时队这
一战了，谁赢谁就是冠军，没有悬念。

木木：法国淘汰乌拉圭说明不了太大
问题，毕竟乌拉圭的卡瓦尼没上，他们的
后防没有经受考验。半决赛面对有阿扎
尔、卢卡库、德布劳内的比利时才是真正
的大考。

悦子：我怎么觉得这届冠军会是克罗
地亚呢，现代足球得中场者得天下，克罗
地亚中场强大，拉基蒂奇、莫德里奇，看好
你们。

寒寒：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道理大家
都懂的，要是法国与比利时之战红黄牌和
伤停多的话，我赌英格兰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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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里舍夫（俄罗斯） 4
姆巴佩（法国） 3
格列兹曼（法国） 3
久巴（俄罗斯） 3
科斯塔（西班牙） 3
卡瓦尼（乌拉圭） 3
米纳（哥伦比亚） 3

■ 阿成

经过近一个月共60场拼杀，俄罗
斯世界杯4强出炉。本届世界杯冷门迭
爆，巴西、德国、阿根廷等传统豪强同时
无缘半决赛，但最终的四强阵容还不算
太离谱，法国和英国属传统强队之列，

“欧洲红魔”比利时是声名鹊起的“新
贵”，克罗地亚也是老牌实力派队伍。

四强晋级过程中的难易程度、对
手强弱或不一样，但他们能打进四
强，就已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人
们都说世界杯32强无弱旅，现在到了
四强，更没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只能
说各有特点，各擅胜场。

比利时唯一保持全胜，进攻火力
最猛。从小组赛到两轮淘汰赛，只有
比利时在常规时间里保持全胜战绩。
1/8决赛惊险逆转日本，1/4决赛在场
面下风中凭着防守反击击败巴西，也
许有人说比利时的胜利不能令人信
服，但足球场上只认结果，更何况，能
击败公认实力最强的头号热门巴西队，
可不是有运气就能做到的。比利时队
5战共打进14球，如此凶猛的火力，足
以说明他们为什么能走得这么远。

法国队最年轻，活力和能量十
足。法国队是32强中平均年龄第二
小的球队，到了四强，成了最年轻
了。年轻意味着活力十足，但法国队
的能量足并非只因为年轻，他们在晋
级过程中是最轻松消耗最少的，似乎
还有大把能量没有释放。法国队还
有一个被人们提到“烂”的“最”——
球员总身价最高。我想说的是，这个
身价看来不全是“炒”起来的。

英格兰运气好，定位球最有威
力。三狮军团在晋级过程中击败的
对手都不是传统强队。与哥伦比亚
的点球大战，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唯
一一场失利是输给比利时，这场败仗
还让他们受益，落入实力较弱的下半
区。在英格兰队总共打进的11球中，
有8个来自定位球。这个“秘密武器”
不再是秘密，他们还有新的招数并继
续发挥威力吗？

克罗地亚强硬坚韧。连续两场
淘汰赛都打满120分钟，连续两场点
球大战都是最后赢家，特别是1/4决
赛在全场观众的“震慑”下能点球淘
汰东道主，格子军团的坚韧和强大神
经令人赞叹。

足球场的比拼，扬长还要避短。
四强的弱点或隐患，有些是球迷能想
到的，比如，法国、英格兰一直被人诟
病关键时刻爱掉链子，比利时的“黄

金一代”大赛经验欠缺，克罗地亚连
场恶战消耗太大。而四强更想抓住
的是对手技战术上的弱点或漏洞，就
看各队主帅如何斗智斗勇了。

不管谁最终捧起大力神杯，都将
留下神奇的历程和动人的故事。作为
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源地，英格兰仅仅
在1966年作为东道主获得过一次世

界杯冠军，现在，英格兰人已迫不及待
喊出：足球回家。如果比利时或克罗
地亚夺冠，都意味着世界杯的第九个
王者诞生。如果冠军是克罗地亚，世
界杯的“冠军版图”将扩展至东欧。至
于法国队夺冠，似乎没有太煽情的主
题，不过，对于充满浪漫气息的法国人
来说，煽情，需要理由和主题吗？

“最重要的是国家队的成功，我们
要做更了不起的事，我们还可以做更
多，我们就是想带一枚奖牌回去。”

——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在四分
之一决赛中获得当场最佳球员后表示。

“我们还不想停下来，我知道英格
兰很难对付，但我们相信自己。”

——克罗地亚教练达利奇对于半
决赛即将遭遇英格兰信心满满。

“国家队是代表这个国家信念的球
队。也许你们看到的是我挑选的球员
的名字，但我看到的是他们的资质。”

——俄罗斯主教练切尔切索夫始
终相信自己的球队，并坚信自己的用人
选择，最终俄罗斯人的确创造了历史。

“今天我们失败了，但这没什么可
怕的。整支球队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
愧，我们都能安然入睡。”

——俄罗斯队主力切里舍夫在球
队点球大战5：6惜败克罗地亚后说。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8日电）

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在索契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克罗地亚
队与俄罗斯队在120分钟内战成2：2平。经过点球大战，克罗地亚队以总比分6：5战胜俄
罗斯队，晋级四强。图为克罗地亚队球员维达（右二）头球破门。 新华社发

点球大战击败俄罗斯

克罗地亚晋级四强

■ 陈涛

北京时间7月8日上午10时13
分，莫斯科当地时间5时13分，从下
诺夫哥罗德采访法国VS乌拉圭的
我，终于抵达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
站。从莫斯科当地时间7月5日下
午2时出发，为了一场比赛已经离开
大本营超过了48小时。

世界杯的采访就是这样，关键词
就是“折腾”。不过，这段时间实在是
一个不同凡响的经历。这一次出发，
从普通火车，到俄罗斯高铁，到老式
的公交车，再到普通的卧铺车厢，同
时还有俄罗斯的嘀嘀和地铁，俄罗斯
的交通工具体验了个遍。

莫斯科时间7月7日还不到11
点，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房东大妈送来
一张卡片，写着：你的退房时间是12
点，在此之前你必须要退房。误打误
撞走进了一家牛排馆，边吃饭边写稿。
点单时吓一跳，种类不多的菜品都特别
贵。餐费分摊后，每人130块人民币。

距离我们租住的房子行走不到
10分钟，就是高尔基广场。广场名气
大，但其规模来说就是中国县城的公
园，与高尔基有关的建筑就是一个巨
大的雕像。烈日当头，我们选择乘坐
公交车前往高尔基故居，上车之后，感
觉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公交车，

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售票员。高尔基博
物馆的门票100卢布一张，想拍照得
再交钱。实际上，这位文学巨匠的故
居是经过修缮的，原貌不得而知。

走出高尔基博物馆不远，就能看
见伏尔加河。与涅瓦河不同，伏尔加
河岸并没有建筑，而是清一色的树
木。下诺夫哥罗德的球迷中心，就坐
落在伏尔加河码头对面。英格兰和
瑞典的比赛马上开始，在这里找了一
家餐馆看球，点过黑啤酒，电视却出
了问题。没办法，我们不得不来到餐
厅的地下室营业区看投影仪，这里的
房间就像是防空洞一样。外面的雨
越下越大，不少球迷广场的球迷也来
到餐厅看球，不一会五桌全部坐满。

英格兰的比赛结束后，我们想继
续坐坐。可是俄罗斯美女服务员笑
着来了，让我们买单。其意思是不言
自明：“你们得走了！”告诉她外面下
雨，想多待一会，也被拒绝了。

晚上11点10分的车，8点半就到
了火车站。车站内只要是旅客休息区
都是电视，完全是大包房的看球体验
啊！上半场俄罗斯进球后，所有人都
站来关注比赛了，唯独一个俄罗斯大
姐稳坐钓鱼台，她甚至看都不看电视
一眼，俄罗斯人也有人不关注足球的。

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我们不
得不起身上车。好在火车上手机网络
还可以，可以刷到及时赛况。车厢内
有不少俄罗斯大妈，世界杯是啥，她们
似乎并不关心，此时早已鼾声四起。

（2018年7月8日发自莫斯科）

做一个奔波的球迷
名记专专栏

据新华社索契7月7日电 （记
者赵焱）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在7
日球队与俄罗斯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获得最佳球员称号，在赛后的记者
会上他表示自己为球队20年之后再
次进入世界杯半决赛而自豪。

克罗地亚队在1998年法国世界
杯时进入了半决赛，当日击败俄罗斯
队后又获得了半决赛资格。“魔笛”
说：“上一次我们进入半决赛还是苏
克的年代，在20年后我们又进入半
决赛了，我非常自豪。今天的我们有
好球队、好教练、好后勤，我们相信我
们肯定可以走到最后。”

莫德里奇对于这场四分之一决
赛中俄罗斯队没有选择防守有些意

外，他说：“俄罗斯开场就进攻，而且
表现很好，让我们惊讶，我们有些无
法执行战术，但是下半场和加时赛我
们都表现得更好，我们本想在点球大
战前结束战斗，但未能如愿。虽然最
终的结果很有戏剧性，但我们总体上
的组织很好，也控制了场面。”

莫德里奇在这场比赛中表现非
常出色，因此有记者问他是否期待获
得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他说：“我不
这样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家队的成
功，我们要做更了不起的事，我们的
球队可以做更多，金球对我没那么重
要。当然这是对你个人的证明，但我
不认为我会得到，我们就是想带回一
枚奖牌回去。”

克罗地亚20年后再进半决赛

莫德里奇深感自豪

俄罗斯世界杯四强
含“金”量创近52年新低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8日电 （记者杨帆）北
京时间 8日俄罗斯世界杯四强出炉，法国、比
利时、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跻身半决赛。和本届
世界杯频频“上天台”的基调一致，今年诞生了
自 1966 年以来含“金”量最低的四强，并且是
德国、巴西和阿根廷三大传统豪强首次同时缺
席半决赛。不过，这个夏天或将迎来新的世界
之王。

本届世界杯四强总计只有两次夺冠，创下近
52年新低。其中法国和英格兰队各有一次夺
冠。“欧洲红魔”比利时队是1930年首届世界杯
参赛队之一，不过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是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的殿军；克罗地亚1998
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格子军团”在达沃·苏克的
带领下奇迹般获得第三名。

上一次四强球队有如此低的夺冠总数，还要
追溯到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1次）。不过令人
期待的是，半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克
罗地亚队将对阵“三狮军团”，俄罗斯的夏天有
一半机会诞生新的世界之王！

八强战“五星巴西”输给比利时后，世界杯变
成了“欧洲杯”，算上小组赛未能出线的卫冕冠
军德国队和16强战出局的阿根廷，这是世界杯
历史上三支传统列强首次同时缺席半决赛！

世界杯在漫长的88年历史上一共举办了19
届，其间由于二战而停办过2届。进入到四强次
数最多的是德国队，总计有13次，而“五星巴西”
有11次，第三多的是7次进入四强的意大利队，
乌拉圭和阿根廷队都5次进入四强。夺冠次数
最多的是拥有五颗金星的巴西队，其次是胸前四
星的德国队和意大利队，乌拉圭和阿根廷各有两
次夺冠经历。

巴西队众将
支持主帅蒂特留任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7月8日电 巴西媒体日
前报道，巴西足协已经向巴西国家队主教练蒂特
提供一份新合同，期限至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
束。消息传出，巴西队众多球员表达了对蒂特留
任的支持。

据巴西媒体报道，57岁的蒂特有意接受这份
新合同。如果接受并完整履约，他有望成为继扎
加洛和桑塔纳之后，又一名率领巴西队两度征战
世界杯的主教练。

巴西队后卫米兰达说：“蒂特带领全队在世界
杯上表现不错，我们不能仅凭一场比赛评价一名
教练。我认为他应该留任，这样‘桑巴军团’才能
在正确轨道上前进。”

在本届世界杯上攻入一球的中场球员奥古斯
托说：“我一直认为应该给一名教练充足的时间，
对巴西队更是如此。”

蒂特执教巴西队26场，取得了20胜4平2负
的骄人战绩。他与巴西足协的合同即将到期。在
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巴西队不敌比利时队后，他
没有立即回应下一步去向。

前锋热苏斯说：“在世界杯上输球难免受到质
疑，但我们都看到了蒂特的重要性，以及他给球队
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在我看来，他必须留任，相信
这也是巴西球迷的观点。”

7月8日，一名克罗地亚球迷在
俄罗斯与克罗地亚的比赛前造势。

新华社发

在与俄罗斯队的比赛中，莫德里奇打入点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