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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预告

妙语连珠星光灿烂

战报

澳大利亚 1：0 突尼斯

注：澳大利亚队这场胜利，也是亚
足联旗下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收获的
第四场胜利。

赢球的澳大利亚队避免了两连败
出局，小组最后一轮他们将力拼丹麦
队，争取出线。

“没人愿意输球，但是足球的魅力在于永远可以期待下一
场比赛。”

——在卡塔尔世界杯B组第二轮比赛中，伊朗队凭借在补
时阶段的两粒进球，2:0战胜威尔士队，在世界杯赛场首次战胜
欧洲球队，也保留了小组出线的希望。伊朗队主教练奎罗斯在
赛后表示，首轮比赛球队2:6惨败，但还有机会证明自己。

“我有这种感觉，我们能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队伍。”
——在1:1战平“无冕之王”荷兰队后，厄瓜多尔队主帅阿

尔法罗表示，以这支年轻队伍为傲，虽然有些机会没有把握住，
但是要坚持正确的做法，保持专注和激情。

“世界杯会结束，但足球还将继续。”
——卡塔尔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遭遇两连败，创下世界

杯东道主球队最差战绩。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但是主教练桑切
斯看到了球队的进步。卡塔尔队也将全力以赴挑战小组赛最
后一个对手荷兰队。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6日电）

“波斯铁骑”进化史

常年混迹于低级别联赛、年近三旬俱乐部
登场不足60次、曾经失业半年之久……有着
这样惨淡履历的球员，能和正火热举行的足球
世界杯联系到一起吗？

在与厄瓜多尔队开赛之前，诺珀特的网络
资料页面里，国家队经历只有一场，那就是与
塞内加尔队的世界杯首战。国家队“首秀”就
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他，凭着全场15次救险“一
战封神”。

28岁的他没有辜负主教练范加尔的信任。
身背象征第三门将的23号球衣，起初他能入选
国家队也被认为无外乎是个“陪练”角色。可老
辣的范加尔在大赛首发中力排众议，选择了几乎
没有任何资历与名气的诺珀特，一如他八年前举
贤不避亲地重用助教的儿子小布林德。

身高2米03的诺珀特，从背影看像极了传
奇门将范德萨，却远没有这位国家队前辈的运
动生涯顺遂，为了国家队守门员的位置，他的

“准备”做得是如此坎坷：
19岁成为职业球员，诺珀特一路从荷乙布

雷达队到意乙福贾队，又回归本国次级联赛的
多德勒支队，都是把板凳坐穿的“二门”“三门”
角色。

2020年7月，与俱乐部合约到期的他失去
了工作。带着足以影响运动生涯的半月板伤
势，他不止一次被家人要求就此放下足球事
业，去找寻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坠青云之志，就总会有否极泰来的一
天。2021年1月，急需门将的荷甲“升班马”前
进之鹰队签下了自由身的他。在出战15场联
赛并帮助球队保级后，渐入佳境的诺珀特终于
在今夏收获一纸荷甲海伦芬队的合同。

凭着愈发稳定的表现，诺珀特这才得以披

上国家队战袍。25日傍晚，他再次首发登场。
充分发挥身高臂长、覆盖面大的优势，他在第
32分钟视线被挡的情况下飞身扑出瓦伦西亚
的劲射，获得满堂喝彩。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5日电）

德国遭遇背水一战
日本有望率先突围

卡塔尔世界杯27日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四场比赛，日
本队能否从“死亡之组”E组率先突围，德国队面对西班牙
队能否保留晋级希望，是最大关注焦点。

日本VS哥斯达黎加

在首轮比赛中，哥斯达黎加队被西班牙队的青春风暴
彻底打垮，0：7的比分也是该队世界杯历史上最惨痛的失
利，即便放在世界杯9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能排在前列的
惨败。虽然哥斯达黎加队拥有昔日的顶级门神纳瓦斯，但
球队整体实力孱弱，第二轮面对状态火热、体能和拼劲不输
西班牙的日本队，恐怕依旧是凶多吉少。

如果日本队拿下哥斯达黎加队，取得两连胜，那么将会
提前从死亡小组出线。在两队的历史交锋记录中，日本队曾
经2次击败哥斯达黎加队，而且都打进3球以上。如果不出
意外，考虑到哥斯达黎加队进攻乏力，防守薄弱，预计日本队
2：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两连胜小组出线。

比利时VS摩洛哥

比利时队首轮虽然取胜，但表现不如预期，让对手完成
22次射门，防守端隐患很大。比利时队头号射手卢卡库因
伤依旧无法首发，会影响球队的成绩。摩洛哥队小组赛首
轮0比0战平上届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近7场各项赛事
5胜2平保持不败。该队守强攻弱，期待利用出色防守能力
从比利时队身上拿分。

比利时队号称欧洲红魔，是欧洲最强的球队，曾经世界
排名第一位，直到2022年，才被巴西队超越。目前，比利时
队排名世界第二。比利时队中有多名球星，他们有着丰富
的比赛经验。

克罗地亚VS加拿大

克罗地亚队是上届世界杯亚军，首轮对阵摩洛哥队的
比赛并没有踢出强大的统治力，反而暴露了人员老化和新
人能力有限的不足。

“盯死莫德里奇”是所有球队在面对克罗地亚队时，主
教练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加拿大队的主教练应该也不会例
外。这场比赛，只要加拿大队能“盯死”莫德里奇，“日子”就
会好过一些。

加拿大队主帅赫德曼以欧洲足球的快速、灵巧改造着过
去依靠身体对抗为特色的加拿大队。这个改造颇为见效，或
许克罗地亚队将吃到苦头。

西班牙VS德国

这是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场传统豪强对话。作为
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当他们对上2014年世界杯
冠军德国队，这必定会赢得全世界关注。

在世界杯赛场，西班牙队与德国队这两强是交手次数
最多的对手之一。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这两支夺
冠呼声较高的球队将上演直接对话。

西班牙队算是德国队的大赛苦主，在恩里克的调教下，
这支斗牛士军团风头正劲。如果德国队输给西班牙队，将
会以两连败的成绩提前出局，并创造连续两届世界杯无缘
小组出线的尴尬纪录。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从失业青年到世界瞩目：

“一守成名”诺珀特

25日，卡塔尔世界杯B组第二
轮，伊朗队2:0击败威尔士队，队史
首次在世界杯上战胜欧洲球队。

这仅仅是伊朗队在世界杯上取
得的第三场胜利——1978年，他们
首次打进世界杯，小组赛1平2负出
局；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他们战胜
美国队取得世界杯首胜；此后等待
了漫长的20年，他们才在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上击败摩洛哥队，拿下
历史第二场胜利。

无缘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从
2014年开始，伊朗队已连续三届晋
级世界杯决赛圈。2014年巴西世界
杯上，伊朗队虽然只拿到1个积分，
但他们面对阿根廷队顽强守住90
分钟，在补时阶段才被梅西绝杀，让
世界记住了这支球队。俄罗斯世界
杯，伊朗队击败摩洛哥队、逼平葡萄
牙队，面对西班牙队只是小负，距离
出线仅一步之遥。卡塔尔世界杯，
两轮取得三个积分，掌握了出线的
主动权。

在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上，伊
朗队从2010年的50名开外，爬升到
现在的第20位。

新华社多哈11月25日
电（记者肖亚卓 董意行 张
逸飞）3:1击败东道主卡塔尔
队，塞内加尔队拿到了非洲
球队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首
场胜利。在25日的赛后新
闻发布会上，塞内加尔队主
教练西塞表示，非洲球队也
可以赢得世界杯冠军。

“是的，我相信非洲球队
也可以赢得世界杯，我希望这
支球队是塞内加尔。”西塞说，

“每一支能够出现在世界杯舞
台上的队伍都是有实力的，现
在不像30或是35年前，球队
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弱队在强
队面前毫无胜算。”

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
最好成绩是八强，塞内加尔、
喀麦隆以及加纳队都曾解锁
过这一成就，而塞内加尔队在
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闯入八
强时，西塞正是当时球队中的
一员。

本届世界杯上，亚洲球
队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先
是沙特阿拉伯队击败夺冠大
热门阿根廷队，接着日本队
战胜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
队，然后伊朗队也击败了欧
洲球队威尔士队。西塞说，
看到这些队伍的表现，他感
到如今的世界足坛“已经发
生变化”。

塞内加尔队将在小组赛
最后一轮迎战南美球队厄瓜
多尔队，目前该组中，荷兰和
厄瓜多尔队同积4分排名前两
位，塞内加尔队积3分排名第
三，卡塔尔0分垫底已经提前
小组出局。只要小组赛最后
一轮能战胜厄瓜多尔队，塞内
加尔队就将确保小组出线，晋
级16强。

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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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沙特队 波兰队

“波斯铁骑”的进化速度，让人惊叹。
看看伊朗队本次出征世界杯的大名单，就丝毫

不会奇怪他们能有如此表现——26人中近一半在
欧洲联赛效力，锋线“三叉戟”塔雷米、阿兹蒙和贾
汗巴赫什更是曾经分别夺得过葡超、俄超和荷甲的
金靴。

伊朗队的战术简单明了，在世界杯32强中独树
一帜：防守中，他们用积极跑动和凶狠拼抢获得球
权，反击中寻求快速突破中场，两三脚传递，就制造
出威胁。

对威尔士队这场比赛，伊朗队将自己的风格
发挥得淋漓尽致，控球率落后，却轰出了两倍于
对手的21脚射门。

伊朗队的进步，主帅奎罗斯功不可没。无缘
南非世界杯后，2011年开始，伊朗队聘请奎罗斯
执教。葡萄牙人上任后，鼓励球员留洋，引进
归化球员，用了8年时间将伊朗队的实力
提升了一个档次。

归化球员的引进，可谓“一箭双
雕”，不仅增强了球队实力，更让伊
朗队变得团结。此前球队内部派
系的坚冰，随着归化球员的到来
竟悄悄融化了。

2014年世界杯，为伊朗队打入
一球的古钱内贾德就是从荷兰归化而
来。他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我们都
是伊朗人，都在为捍卫伊朗的荣誉而战。”

2019年亚洲杯半决赛，伊朗队0:3惨
败于日本队，奎罗斯离任。此后伊朗队的两
任教练在奎罗斯的建队基础上，完成了世界
杯的出线任务。今年9月，伊朗队又把奎罗
斯请了回来。

奎罗斯的回归，和伊朗足协的权力斗争
密不可分，但他显然得到了球员的支持；与威
尔士队一战，从伊朗队场上的斗志和执行力上就
可见一斑。

伊朗国家队的内部事务经常受到行政部门的
干涉。因为经济原因，伊朗俱乐部营收能力不足，
财务状况普遍一般，很多俱乐部给球员的薪水也十
分有限，有的俱乐部还会欠薪。在伊朗足坛，有一
个真实的故事广为流传，名宿卡里米年轻时工资非
常低，每天训练之后还要开几个小时的出租车赚

点“外快”才回家。
但这些都影响不了这个国家对足球的
疯狂。他们有着大批教练，在全国各

地扎根培养年轻球员，伊朗的U
系列队伍战绩虽然并不

十分突出，但他

们的青年球员总能得到欧洲俱乐部的青睐。
在伊朗的国内联赛，每逢波斯波利斯队和埃斯
特格拉尔队的“德黑兰德比”，甚至会涌入超
过10万名球迷。

与威尔士队的这场比赛，伊朗球迷的战
斗力让人惊叹。除了一侧球门后的一
片威尔士球迷之外，伊朗球迷几乎
让球场变成了白色的海洋。

他们不仅仅是见证者，也
正参与书写着伊

朗足球历史的全
新一页。下一页？此
前伊朗队从未从世界杯小组
赛出线，现在他们距离这个
目标并不遥远。而下一个对

手，正是他们在1998年创造
历史一战中击败的美国队。

（据新华社多哈11月
26日电）

27日

18:00 日本VS哥斯达黎加（E组第2轮）

21:00 比利时VS摩洛哥（F组第2轮）

28日

00:00 克罗地亚VS加拿大（F组第2轮）

03:00 西班牙VS德国（E组第2轮）

以上比赛央视五套直播

⬅ 11月26日，在卡塔尔赖扬教育城
球场进行的C组比赛中，波兰队2：0战胜
沙特阿拉伯队。图为波兰队球员卡什（下）
防守沙特阿拉伯队球员萨勒姆-达瓦萨里
犯规，随后获得黄牌。 新华社发

11月25日，威
尔士队球员克里
斯·梅帕姆（左）与
伊朗队球员米拉
德·穆罕默迪拼抢。

新华社发

11月25日，荷兰队球员范戴克（右）与门
将诺珀特在比赛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