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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18:00 瑞士VS喀麦隆（G组第1轮）

21:00 乌拉圭VS韩国（H组第1轮）

25日

00:00 葡萄牙VS加纳（H组第1轮）

03:00 巴西VS塞尔维亚（G组第1轮）

以上比赛央视五套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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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队火力十足
首战告捷无悬念？

24日晚和25日凌晨，世界杯将进行4场比赛，世界
冠军巴西队将登场，该队的对手塞尔维亚队很难阻挡巴
西队前进的步伐。韩国队大战南美劲旅乌拉圭队也值
得期待。

瑞士VS喀麦隆

瑞士队目前在世界排名第15位，曾经最高排到过
世界第3。该队2006年、2014年、2018年都闯进过世
界杯十六强。在上一届世界杯中，瑞士队首场和劲旅巴
西队战平，且小组三场比赛下来取得一平两胜的战绩，
成功跻身十六强。瑞士队面对强队时丝毫不畏惧，面对
弱队时同样能表现出强劲实力。

喀麦隆队目前在世界排名第43名，此前曾有过7次
世界杯之旅，在非洲区预选赛中，喀麦隆队打进14球仅
丢5球，进攻端活力十足，并且防守端做得也很到位。

两支球队实力都不俗，且在世预赛中的表现都很出
色。本场比赛两队战平的可能性很大。

乌拉圭VS韩国

乌拉圭队有着“绿茵屠夫”的称号，他们球风硬
朗，防守凶悍，也在世界杯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战绩。
他们曾在1930年与 1950年两次夺冠，妥妥的“祖上
阔过”，此次世界杯，乌拉圭队力争取得进一步的突
破。从今年6月开始，乌拉圭队进行了5场友谊赛，赢
下了当中3场，其中击败墨西哥队与加拿大队还是值
得肯定的，球队正在慢慢调整到最佳的状态。此役看
好乌拉圭队取胜。

到目前为止，韩国队球星孙兴慜已经打进了三个世
界杯进球，如果他再进两球，将超越本田圭佑成为亚洲
世界杯最佳射手，他在前不久的俱乐部比赛中受伤，但
目前距离世界杯开赛仅有一天的情况下，韩国媒体报道
孙兴慜首战大概率将可以出战。孙兴慜的出场将增加
韩国队对抗乌拉圭队的底气。

葡萄牙VS加纳

葡萄牙队目前在世界足坛的排名排在第9名的位
置，全队身价相加高达7.72亿欧元，且还有超级巨星C
罗坐镇。加纳队目前在世界足坛排名排在第60的位
置，全队身价相加只有1亿欧元，可以说葡萄牙全队身
价是加纳队的7倍，葡萄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本届
世界杯是C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作为葡萄牙队的教练
费尔南多·桑托斯将会排出什么阵容？

加纳队目前战力不容小觑，队内大多数的球员都来
自于五大联赛。球队依靠阿尤、托马斯、苏莱曼纳和库杜
斯所构建的核心体系，让加纳队的攻防两端尤为出色。

巴西VS塞尔维亚

无论是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赛的履历，还是
5次捧回大力神杯的荣耀，都使得巴西队成为国际足坛
独一无二的存在。此番高居世界排名榜榜首的“桑巴军
团”压轴出场，让所有球迷的期待值拉满。

作为历届世界杯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巴西队距上
次捧杯已有20年。那一次，正是大力神杯首次来到亚
洲。如今，世界杯再次在亚洲举行，“五星巴西”也迎来
加冕六星的最佳契机。

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尔维亚队前两次均未能小
组出线。但在这个世界杯周期，“巴尔干雄鹰”整体实力
得到极大提升。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亚洲冠军、非洲冠军、南美洲冠军在
卡塔尔世界杯上全部开局不利，但世界
冠军法国队没有“翻车”。他们在22日
的比赛中4:1逆转战胜澳大利亚队，取
得“开门红”。在贾努布球场，“高卢雄
鸡”展示了苍劲有力的双翼。

世界杯卫冕冠军的首战往往会受到
极大关注，但因为阿根廷队的比赛在同
一天进行，法国队的卡塔尔世界杯首秀
或多或少被抢走了些许热度。梅西在比
赛前一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摩肩接踵，
相比之下，法国队的新闻发布会则有些
冷清，记者仅仅提前十分钟进场，依然能
找到一个前排位置。

“为什么只带了25名球员？”“本泽马

的离开会有怎样的影响？”“作为上届冠军，
你们会感觉到压力吗？”，面对这些问题，法
国队主教练德尚面带微笑，一一化解。

当世界杯20年后再次在亚洲举行，
法国队依旧是卫冕冠军。但与2002年的
那支法国队相比，现在的主教练德尚面临
着截然不同的处境。在韩日世界杯上，法
国队几乎集结了最强阵容，除了齐达内，
队中还拥有特雷泽盖、亨利、西塞这三位
意甲、英超、法甲当季最佳射手，是独处一
档的夺冠大热。甚至有人评论称，“连法
国队的替补在各自俱乐部都是块宝”。

可现在德尚手里的球员呢？除了早早
确定缺席的坎特，迈尼昂与博格巴随后也高
挂免战牌，临近世界杯开打，金彭贝、恩昆库
和本泽马接连因伤退出，中场位置上全是首
次参加世界杯的“新兵蛋子”。在之前连续
三届世界杯卫冕冠军小组出局的背景下，法
国队的前路看上去荆棘密布。

与2018年世界杯一样，法国队首战
面对的依然是澳大利亚队。四年多以

前，法国队凭借点球以2:1涉险过关。
此役再度碰面，顶住法国队的开场三板
斧后，澳大利亚队通过一次并不复杂的
配合率先打破僵局。祸不单行，法国左
后卫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在防守过程中
受伤，被弟弟特奥换下。

开局阶段的法国队进攻手段较为单
一，久攻不下的法国人尝试切换思路，特
奥45度起球，由拉比奥完成破门。5分
钟后，又是拉比奥在前场完成抢断，助攻
吉鲁破门。此后的比赛完全进入法国队
节奏，下半场他们再入两球，最终取得一
场大胜。

这场胜利犹如一场及时雨，不仅驱
散了“世界杯卫冕冠军魔咒”的阴影，也
进一步平息了之前肖像权事件引发的风
波。在卡塔尔宽阔的路面上，习惯性开
局慢热的法国队这次刚刚起步，就挂上
了五档。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3日电 记者
韦骅 王浩明 梁金雄）

“新的技术就是这样，
尽管有些越位是毫米级
的。这是悲伤的一天，但
我们要继续前进。”

——在世界杯小组赛
首轮1:2爆冷不敌沙特阿
拉伯队后，阿根廷队主帅
斯卡洛尼表示，三个无效
进球让球队陷入困难，但
现在要做的就是赢下对阵
墨西哥队和波兰队的两场
小组赛。

“在昨天的封闭训练
中，莱万多夫斯基练了点
球，他一个都没有打丢。
但这就是足球，伟大的球
员有时候也会罚丢点球。”

——在22日波兰队与
墨西哥队的首轮较量中，
队长莱万多夫斯基的点球
被墨西哥队门将奥乔亚扑
出，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赛后，波兰队主教练米赫
涅维奇表达了对莱万的支
持与鼓励。

“这就是足球，总有疯
狂的事情发生，我们只庆
祝了 20 分钟，因为接下来
还有两场艰难的比赛等着
我们。”

——首场小组赛 2:1
战胜夺冠热门阿根廷队
后，沙特阿拉伯队主教练
勒纳尔坦言这场胜利会载
入史册，但胜利过后，更需
要脚踏实地。

“我是日本足球的粉
丝，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非
常优秀。尤其是那些效力
于德甲的球员，比如远藤
航是过去几年在德甲表现
最好的中场球员，镰田大
地在德国知名度很高。”

——23日，德国队和
日本队将在世界杯首轮比
赛中相遇，赛前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德国主帅弗
利克这样评价对手。

“你怎么能挡住这么
快的人？这太难了。”

——世界杯小组赛第
一轮，澳大利亚队1:4不敌
卫冕冠军法国队。谈及法
国球星姆巴佩，澳大利亚队
主帅阿诺德显得很无奈。

（据新华社多哈11月
23日电）

22日，卫冕冠军法国队在卡塔尔世
界杯的比赛中4:1逆转战胜澳大利亚
队。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时，法国队将
打入两球的吉鲁换下。下场后的吉鲁先
是与主教练德尚拥抱，接下来与队友和
工作人员击掌，并享受了全场的掌声。
这是属于他的时刻，因为他就此追平亨
利，与后者并列法国队队史第一射手。

在法国队人才济济的锋线上，吉鲁
原本并不是第一选择，他既没有姆巴佩
风驰电掣的速度，也不具备本泽马那样
强大的得分能力。本泽马在评价吉鲁时
曾说：“你不要拿F1赛车和卡丁车比较，
我这是客气的说法，我知道我是那辆F1
赛车。”

但正是本泽马口中的这台“卡丁
车”，已经悄悄地驶在了法国队射手榜的

最前列。后来居上的背后，是一个老而
弥坚的故事。

在英超联赛摸爬滚打多年，吉鲁尽
管多次打入“神仙球”，但这个身材高大
的法国人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顶级前锋
的行列。

2021年7月，顶着欧冠冠军的光环，
吉鲁仅以100万欧元的象征性转会费从
切尔西来到AC米兰。当时俱乐部给他
的定位是伊布拉希莫维奇的替补，但在
伊布因年龄和伤病无法保证出勤率的情
况下，吉鲁成了“红黑军团”的先锋。

在AC米兰时隔11年赢得联赛冠
军的道路上，打破俱乐部“九号魔咒”
的吉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让
他回到了国家队，赢得了参加世界杯
的机会。

这也许是36岁的“大龄青年”吉鲁
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他也正享受着职
业生涯最美妙的时光。良好的心态让他

即便面对调侃也能大度回应，就像他在
回应本泽马时说的那样：“卡丁车？那也
是世界冠军级的卡丁车！”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3日电 记者
韦骅 王浩明 岳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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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灿烂

热点追踪

卫冕之路
法国队强势起步

吉鲁，越跑越快的“卡丁车”

11月22日，法国队吉鲁（右）在比赛
中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多哈11月23日电（记者肖亚卓 张
逸飞 董意行）23日，2022卡塔尔世界杯F组首
轮比赛开打，莫德里奇领衔的上届世界杯亚军克
罗地亚队在海湾球场迎战摩洛哥队，双方全场比
赛创造机会寥寥，最终0:0握手言和。

海湾球场是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举办地，本
场比赛也是这座形似一顶帐篷的球场所承办的
第二场世界杯比赛，当天共有近6万名球迷来到
现场观看这场比赛，其中摩洛哥球迷数量占明显
多数。

尽管摩洛哥队的世界排名比克罗地亚队要
低了10位，但这支北非球队在上半场前半段展
现出了极强的进攻欲望，由切尔西边锋齐耶赫
与塞维利亚前锋恩内斯里领衔的进攻线多次对
克罗地亚队的后防线造成威胁，只是始终与进

球无缘。
上半场临近伤停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终于

在进攻上有了些起色。索萨左路横传，弗拉西奇
中路跟上后近在咫尺的射门被摩洛哥守门员布
努用腿挡出，这也是上半场双方创造的最好得分
机会。

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后卫马兹拉维在
一次鱼跃冲顶后受伤被担架抬离赛场。双方主
教练随后均调兵遣将，分别先后换上4名替补球
员，试图打破场上僵局，但均未能奏效。随着来
自阿根廷的主裁判拉帕利尼一声哨响，比赛以
0:0收场。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三场没有进球的比赛，
此前丹麦队与突尼斯队、墨西哥队与波兰队的两
场比赛也互交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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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报 日本2:1德国

11月22日，法国队姆巴佩在比赛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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