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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预告

25日

18:00 威尔士VS伊朗（B组第2轮）

21:00卡塔尔VS塞内加尔（A组第2轮）

26日

00:00 荷兰VS厄瓜多尔（A组第2轮）

03:00 英格兰VS美国（B组第2轮）

以上比赛央视五套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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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率先出线？
谁首个告别？

25日晚和26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开
赛，将进行4场比赛。4场比赛过后，或许会诞生首支小
组出线和出局的球队。东道主卡塔尔队和伊朗队形势
岌岌可危。英格兰队和荷兰队有望提前晋级16强。

威尔士VS伊朗

威尔士队上轮面对美国队，在比分落后的不利情况
下，威尔士队在下半场做出反扑，最终1：1战平对手。
该队的进攻能力尚可，但防守还需提高。这几年贝尔在
威尔士国家队的表现有目共睹，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
赛中，贝尔创造一粒点球并且亲自罚中，帮助球队扳平
比分，表现十分出色。

伊朗队小组赛首轮面对本组实力最强的英格兰
队，最终2：6惨败，士气颇受打击。效力德甲豪门勒沃
库森的阿兹蒙在上场比赛替补登场，不过由于长时间
没有比赛，阿兹蒙的状态并不理想，在比赛里也错失了
得分良机。

这是双方近些年来的首次交锋，本场对于两队来说
都是一场遭遇战。威尔士队目前手握1分，要想小组出
线，此役面对本组实力较弱的伊朗队必然要拿到3分，
才能占据出线的主动权。本场比赛威尔士队战意强烈。

卡塔尔VS塞内加尔

卡塔尔队作为世界杯的东道主，在首场比赛中，厄
瓜多尔队并没有给面子，以2：0的比分击败了卡塔尔
队。卡塔尔队此前从未参加世界杯，同时也是世界杯历
史上第一个从未参加过世界杯的东道主。

塞内加尔队在上一轮输给荷兰队后，本场比赛面对
本组实力较弱的卡塔尔队，势必会全力以赴，因为本场
比赛一旦没能获胜，那么塞内加尔队的小组出线形势将
会变得岌岌可危。

荷兰VS厄瓜多尔

两支球队首战拿下了3分，净胜球也都是2个，因
此，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小组第一”的争夺将会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首先，厄瓜多尔队头号球星，球队的进球
保障——瓦伦西亚据称可以出战本场比赛，这对于荷兰
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其次，荷兰队的核心球员作用确实明显，无论是领衔
后方的范戴克，还是中场头牌德容，以及替补出场的德
佩，还有转会市场的红人加克波，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老帅范加尔把这支荷兰队打造得很沉
稳。展望本场比赛，荷兰队应该可以取得两连胜。

英格兰VS美国

两队交手4次，英格兰队3胜1平不败，但交手时间
较早，参考意义不大。

英格兰队首战大胜，彰显了强势回归的能力，但伊
朗队实力相对较弱，美国队首轮与威尔士队踢平，获得1
分。假如美国队本场比赛能获得一分，就能在小组最后
一战中占据一定的有利地位。英格兰队如果取胜，将提
前一轮晋级16强。 （本报记者 王黎刚）星光灿烂

热点追踪

作为德国电视一台世界杯解说嘉
宾、201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功勋战
将，“小猪”施魏因施泰格23日在节目中

“狂批”聚勒，认为德国队面对日本队的
两粒失球都与聚勒有关。

“如果有人跟你一挑一，你一定是把
内侧锁死，将对手往外侧逼，而不是让对
手向内侧转。这是足球防守中最经典的
定律，居然会犯这种错误！”施魏因施泰
格说，“吕迪格和施洛特贝克都有造越位
意识，而聚勒想法和他们不一样。”

如果单纯将责任归咎于后防线，甚
至某一位后卫的确不够公平。如果说是
德国队进攻受阻，才将防守缺陷彻底暴
露出来也不无道理。

对抗性竞争面前，一方的问题都是由
另一方造成。近年来始终在进步的日本队
虽然没有足够把握挑战德国队，但有足够
的实力和信心与之抗衡。如果用发展的眼
光来评判这场比赛，日本队取胜不算冷门。

日本队主帅森保一称，德国足球是
日本学习的标杆，带领日本队夺得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铜牌的德国人德特

马·克拉默是“日本现代足球之父”。这
场胜利是“徒弟手艺超过师父”的体现。

日本足球师从德国已久，德国足球
职业联赛为日本培养了大量人才。当前
日本队的26人名单中，7人效力于德甲

俱乐部，被球迷戏称为“半支德国队”。
森保一下半场将弗赖堡的堂安律和波鸿
的浅野拓磨换上场，正是这两人的进球
帮助球队战胜德国队。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4日电）

日本队23日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
赛中以2:1逆转战胜前世界冠军德国
队，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日本队门将
权田修一。他在下半场上演1分钟内精
彩4连扑，一战封神。然而鲜为人知的
是，权田曾饱受抑郁症困扰。

“最初诊断是‘过度训练综合征’，后
来别说踢球，什么都干不了，睡不着，躺
在床上起不来，我觉得所有都结束了，甚
至问了经营烤肉店的朋友能不能雇我。”
回忆起那段人生的至暗时刻，33岁的权
田修一感慨万千。时隔8年再次站上世
界杯赛场，是当时的他完全不能想象的。

如果是8年前那个“无法封零就会
难受”的权田，可能会一蹶不振。

而今天，他在重压之下，下半场面对
对手围攻做出精彩四连扑，吹响了日本
队的反攻号角，也洗刷了巴西世界杯入
选但未上场的“前耻”，一战封神。

权田修一25岁进入巴西世界杯日本
队大名单。“就是从巴西回来开始的。当时
觉得练习已经不快乐，没有意义，好像一切
都是错的。身体也有了反应，躺在床上两
三天起不来。”权田这样描述当时的感觉。

俱乐部安排他做了身体检查：贫血、
体能恢复慢、睡眠障碍……只能对外公
布，权田因为“过度训练综合征”将休养
一段时间，退出东亚杯日本队大名单。

权田认为需要改变环境来恢复身
心，并且也一直有在欧洲踢球的意愿。

“去欧洲让我看清了一点，为什么在巴西
世界杯哈利霍季奇教练没有让我上场，
生病前我状态焦躁不安，而且自恋。日
本给球员提供的环境太优越，到了奥地
利丙级球队，我发现他们哪怕重要比赛
之前，吃饭都是在停车场随便吃点，反而
让我不那么苛责自己和他人了。”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4日电）

日本队门将权田修一：

战胜抑郁 一战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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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我们失球太容易了！我们是在踢世界杯啊！”
——23日，德国队在卡塔尔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中1:2不敌

日本队。为德国队打进一球的中场京多安赛后接受媒体采访
时对队友表示不满，称“队中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球”。

“如果我们小组出线，我们将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但最重要
的是我们现在只专注于小组赛。”

——23日，上届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在卡塔尔世界杯的
首秀中0:0闷平摩洛哥队。赛后克罗地亚队队长莫德里奇表
示球队的首要目标是小组出线。

“一切才刚刚开始，我的目标是带领球队晋级下一轮。”
——在西班牙队以7:0大胜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对手哥

斯达黎加队后，主教练恩里克表示，他们不会被这场大胜冲
昏头脑。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4日电）

日本队23日在卡塔尔
世界杯小组赛中2:1逆转
战胜德国队。日本队主帅
森保一说，日本从德国足
球学到很多东西，对德国
足球充满尊敬和感谢。

当森保一赛后步入新
闻发布会场时，场内响起
一片掌声。“这是一场历史
性的胜利。德国可以说是
日本足球之父，包括帮助
日本队在墨西哥奥运会上
获得铜牌的克拉默等德国
教练在内，为日本足球发
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不
过，我们想赢这一点没有
改变。”森保一说。

日本队中有7人效力
于德甲，1人效力于德乙，
被球迷戏称为“半支德国
队”。斯图加特的远藤航
和法兰克福的镰田大地在
德国是知名度很高的球
员。远藤航更是被德国队
主帅弗利克盛赞为德甲近
几年最好的中场球员之
一。森保一在下半时将效
力于弗赖堡的堂安律和波
鸿的浅野拓磨换上场，正
是这两人的进球帮助球队
逆转。

“我们相信德国联赛
对日本足球发展作出的
贡献，帮助我们进步，对
此 我 们 充 满 尊 敬 和 感
激。但不管对手是谁，我
们要的是胜利。日本会
继续向德国学习，向世界
上 所 有 优 秀 的 球 队 学
习。”森保一说。

对于下半时的变阵，
森保一说：“我的想法是要
靠全队的综合实力，拼综
合实力。替补球员敲定比
赛，是球队随着赛况不断
调整，与球员发挥自身优
势相结合的结果。”

日本队下一个对手是
哥斯达黎加队，森保一说：

“这（逆转获胜）只是第一
场，不应喜出望外，我们要
瞄准下一次胜利。”

（新华社多哈11月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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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队哪里出了问题？

0：0 韩国队逼平
南美劲旅乌拉圭队

⬅11月24日，乌拉圭队球员罗德里戈·本坦库尔（上）
在和韩国队的比赛中争顶。 新华社发

11月23日，德国队守门员曼努埃尔·诺伊尔扑救失败后。 新华社发

战报 葡萄牙3:2加纳

11月23日，日本队守门员权田修一
在比赛中扑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4日
电 在沙特和日本队接连爆冷
击败热门阿根廷和德国队后，
韩国队没能延续亚洲球队赢
球态势。24日他们与南美劲
旅乌拉圭队战成0:0，这是本
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第四场没
有进球的比赛。

虽然没有取得进球，但孙
兴民领衔的韩国队在场面上
占优，显示出与世界强队抗衡
的实力。而由苏亚雷斯、戈丁
等老将坐镇的乌拉圭队，虽然
踢得有些被动，但却觅得更多
的得分机会，上下半场各有一
次击中立柱。

开场后，韩国队气势很
盛，前15分钟基本将战火推至
对方半场，但没有明显的起脚
射门机会。乌拉圭队在第22
分钟创造良机，右路的佩利斯

特里接队友大范围转移，将球
横传至禁区，可惜门前抢点的
努涅斯踢空了。12分钟后韩
国队也浪费一次机会，金纹奂
右路横传门前，无人看防的黄
义助推射打高。上半场结束
前，乌拉圭队开出角球，戈丁
抢点头球攻门击中立柱。

迟迟无法改写比分的两
队在下半场开始不久便做出
人员调整，乌拉圭队用卡瓦尼
换下了苏亚雷斯，而韩国队更
是一口气换了三名中前场球
员。稍显沉闷的比赛在临结
束前掀起一点波澜，乌拉圭队
巴尔韦德的大力抽射击中立
柱，“面具侠”孙兴民的外围远
射偏出球门。

赛后统计显示，乌拉圭队
与韩国队的射门比为10:6，而
两队射正次数均为零。

瑞士 1:0喀麦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