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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预告

妙语连珠

战报

摩洛哥 2：0 比利时

头头是道

热点追踪

28日

18:00 喀麦隆VS塞尔维亚（G组第2轮）

21:00 韩国VS加纳（H组第2轮）

29日

00:00 巴西VS瑞士（G组第2轮）

03:00 葡萄牙VS乌拉圭（H组第2轮）

以上比赛央视五套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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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踢得没有套路、没有章
法？有梅西，就够了！

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第二
场，在首战爆冷输给沙特阿拉伯
队之后，阿根廷队迎来生死之
战。赢球是“潘帕斯雄鹰”的唯一
选项，其他结果则会直接导致梅
西的“最后一舞”提前“曲终人散”。

上半场的阿根廷，传切滞涩，
失误频繁，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
攻。整个上半场，球员踢得难受，
球迷看得难受。

下半场开场不久，风云突
变。第64分钟，

把皮球推进到
禁区弧顶附
近后，梅西
突施冷箭，
一记“贴地

斩”，攻破了墨
西哥“门神”奥乔亚把守的大门。
一声惊雷平地起，建功之后的梅
西多次挥舞拳头庆祝。

梅西低射破门后，阿根廷全
队的状态都被激活。不遗余力的
奔跑、奋不顾身的逼抢、团结一心
的斗志，全都回来了！第 87分

钟，恩佐·费尔南德斯接梅西助
攻，摆脱后卫，兜射远角破门。阿
根廷2：0击败墨西哥。

一个进球、一次助攻，又是梅
西，将阿根廷队从被淘汰的边缘
生生拉了回来！

依然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
杯，梅西3场小组赛打入4球，尤
其第二场对阵伊朗队，第91分钟
打入绝杀进球。依靠梅西的统治
级表现，阿根廷队当年以小组第
一晋级。

时光再倒回到四年前的俄罗
斯，小组赛，阿根廷队先被冰岛逼
平，再被克罗地亚“虐杀”，第三场
梅西打入关键进球帮助阿根廷顺
利晋级淘汰赛。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
倾。”这就是梅西，这就是足球运
动中顶级球星的价值与魅力。

但与此同时，梅西的表现也
又一次遮盖住了阿根廷队整体的
狼狈、难堪。

依靠梅西或者其他球员的灵
光一现，难道是这支阿根廷队唯
一的战术？阿根廷队无比团结，
以背水一战的姿态，努力帮助梅
西最后一次追逐“伟大梦想”，但
队内存在的问题不会因此凭空消
失——洛塞尔索的伤缺导致中场

控制能力不足，两个边路突破、推
进、传中效率低，中锋劳塔罗状态
奇差难堪大任，过于依赖体力、速
度滑坡的梅西和迪玛利亚……

在卢赛尔体育场的这个“巨
星之夜”，梅西的一传一射意义非
凡：成为唯一连续五届世界杯均
有助攻的球员；打进第8个世界
杯进球，追平了马拉多纳在世界
杯的进球数。

88966位球迷，这是本场比
赛的观众数量，也是自1994年世
界杯决赛（94194位）之后，世界
杯现场观众的最高人数。这些球
迷一起见证了35岁的梅西，又一
次用和马拉多纳一样“毫不讲理”
的方式“扛”着阿根廷队前进。

评述梅西的足球生涯，同为
阿根廷人的“球王”马拉多纳总是
绕不开的名字。

足球向来是崇尚英雄主义的
舞台。人们迫切需要看到马拉多
纳之后新的球王，希望看到梅西
用大力神杯为自己正式“加冕”。
这样的期待，带来关注与动力，也
带来烦恼与压力。

阿根廷队也许依然不尽如人
意，但今夜的梅西，是满足了球迷
期待与想象的梅西。

（新华社多哈11月26日电）

星光灿烂

在球队的生死边缘

梅西又一次站了出来

26日晚，卡塔尔世界杯小组
赛第二轮D组的焦点战中，姆巴
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2：1击
败丹麦队，成为首个晋级16强的
球队。

在过去三届世界杯中，以卫
冕冠军身份出战的球队全部折戟
小组赛，法国队姆巴佩横空出世，
打破魔咒。

在打进第二粒进球后，姆巴
佩的世界杯进球数量达到9场7
球，在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上的
排名升至31位，与梅西和苏亚雷
斯等人并列。

姆巴佩在这张伟大射手历史
榜单上的蹿升速度，就如同他在场
上的速度一样让人瞠目。要知道，
他在四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才刚
刚打进自己世界杯的首粒进球。

姆巴佩总是对足球保持着一
种纯真，这是他追逐进球的最大

武器。正如英格兰名宿阿兰·希
勒所说：“在球场上，姆巴佩就像
一个游乐场上的孩子，只要他得
到皮球，你就能听到他的咆哮。”

当然，姆巴佩在世界杯进球
的上限不仅取决于自己，还取决
于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克洛泽能
够破纪录，就是仰仗于德国队在
2002年到 2014年的稳定发挥，

“K神”用了四届世界杯打进 16
球。如果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和
下届世界杯都能打入决赛，姆巴
佩或许就可以超越克洛泽，成为
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

届时，姆巴佩才27岁，甚至到
2030年世界杯时，31岁的他还有
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创造的纪录。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卡塔尔
世界杯上梅西和C罗的最后一
舞，或许正是姆巴佩时代大幕即
将拉开的热场表演。

有人会说，姆巴佩永远无法
与马拉多纳、罗纳尔多，甚至C罗
这样闪耀着“救世主之光”的巨星

相比，而其“一招鲜”的突破虽然
让人惊叹，但相比梅西的足球美
学，仍略逊三分。

然而，足球的个人英雄主义时
代已然成为过去，越是高水平的较
量，就越强调整体和精密运转。未
来的足球场上，或已不再会出现这

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姆巴佩，可
能恰恰是一个全新时代的代言人。

对未来的姆巴佩来说，他必须
要勇敢抛掉新星的保护茧，方能蜕
变为“高卢雄鸡”的精神领袖，与普
拉蒂尼和齐达内等前辈比肩。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7日电）

韩国队能否力压加纳队？
巴西队有望绊倒“老冤家”

28日晚和29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进行
4场比赛，韩国队能否力压加纳队，获得本届世界杯首
胜，抢占小组出线有利形势，值得关注。巴西队攻击力
超强，“老冤家”瑞士队这次恐怕在劫难逃。

喀麦隆VS塞尔维亚
小组赛首轮，喀麦隆队0：1不敌瑞士队，祖籍喀麦

隆的恩博洛为瑞士队打入唯一进球。从比赛过程来
看，现在的喀麦隆队缺少像当年米拉大叔那样能够“决
定”比赛结果的球员，不过，这支喀麦隆队的整体战斗
力还是不错。

塞尔维亚队首轮比赛0：2不敌巴西队，比分是两支
球队真实实力的体现，塞尔维亚队并不缺乏明星球员，
锋线的弗拉霍维奇、塔迪奇和中场米伦科维奇-萨维奇
都是国际足坛转会市场的红人，在各自的球队也都是
核心球员，但是，很明显斯托伊科维奇还没有打造出一
个富有攻击力的前场组合。

这是一场谁也不能输的比赛，首先拼的应该是防
守，然后才看谁把握进球机会的能力更强。

韩国VS加纳
第一轮两队都没有赢球，韩国队0：0战平乌拉圭队

只捞到1分，加纳队2：3不敌葡萄牙队。两队次轮的直
接交锋就变得非常关键。

韩国队要想取得小组出线，必须要死磕加纳队，如
果不胜，末轮对阵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韩国队的胜算
真的不大。

对抗强、跑不死、顽强是韩国足球的标签之一，但
是面对非洲球队，韩国队的特点是否还能占据上风
呢？金玟哉已经连续缺席了两天的训练，能否出战成
疑。孙兴慜首战戴着面具踢球，全场并没有获得太多
的射门机会，只完成了一脚打门。和加纳队的比赛很
重要，作为球队的核心，孙兴慜能否拯救韩国队，让我
们拭目以待。

巴西VS瑞士
小组赛首轮，巴西队和瑞士队双双获胜，因此本场

比赛就是“头名之争”。巧合的是，俄罗斯世界杯巴西、
塞尔维亚、瑞士就分在一个小组，当时，巴西队2：0战胜
了塞尔维亚队，而与瑞士队1：1战平。时隔四年再度相
遇，本场比赛谁能占据优势呢？

巴西队最大的变数就是首战塞尔维亚队时内马尔
因伤下场，他出战瑞士队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内马尔
的缺席或许影响巴西队的攻击力。

瑞士队在新帅雅金入主之后，进攻效率提高了不少，
防守也更加稳固了，这场比赛巴西队拿三分不会轻松。

葡萄牙VS乌拉圭

首轮比赛，葡萄牙队暴露出防守上的问题，如果不
是加纳队把握机会能力不佳，葡萄牙队可能会丢4球，
本轮比赛面对实力更强大的乌拉圭队，葡萄牙队在防
守端必须有所改善。作为葡萄牙国家队的传奇，C罗本
赛季被批评因为年龄问题导致状态下滑严重，只能靠
点球刷纪录，那么C罗在本轮强强对话中能否破门为自
己正名呢？这也是这轮葡萄牙队能否获胜的关键。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姆巴佩时代，未来已来

新华社多哈11月27日电（记
者张逸飞 肖亚卓 杨汀）日本球迷
一定会怀念曾经的任意球大师中村
俊辅。在27日进行的卡塔尔世界
杯E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曾在
10分钟内获得2次位置极佳的任
意球机会，但都未能把握住。最终
是哥斯达黎加队凭借富勒第81分
钟的进球，1：0取得胜利。

本场比赛前，日本队是更被
看好的一方。他们在首轮比赛中
逆转战胜了德国队，而哥斯达黎
加队则0：7不敌西班牙队。比赛

开始后的进程也并没有让球
迷们感到意外，日本队在大
部分时间里控制着比赛的
节奏，下半场控球率更是
一度超过60%，创造的进
攻机会也明显多过对手。

尤其是效力于法甲兰
斯队的边锋伊东纯也替补上

场之后，他的数次突破过人搅得
哥斯达黎加队后防风声鹤唳。
第 71分钟，伊东纯也在中路完
成突破后在禁区弧顶处被放倒，
日本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直
接任意球机会。可惜镰田大地
的射门被对方人墙挡出。

而这不是日本队浪费的第一
个任意球机会了。10分钟之前，
远藤航在类似位置赢得的直接任
意球机会被相马勇纪打高。

进攻中久攻不下，日本队后
防反而先出现了致命失误。第81
分钟，吉田麻也的解围有些大意，
皮球见高不见远。哥斯达黎加队
特赫达得球后，冷静分给插上的
富勒，后者瞄着远角兜出一脚漂

亮的弧线。站位有些靠前的日本
门将权田修一奋力舒展身体，他
的指尖甚至碰到了皮球，但依然
没能阻止皮球旋进球门。

最终，哥斯达黎加队凭借此
球获得比赛胜利，这是他们本场
唯一打在门框范围内的射门。至
于本场比赛完成了14脚打门的
日本队，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把握进攻机会的能力了。

日本0：1负于哥斯达黎加

“他不是很健谈，但他就像球场上的蒸汽火车，可以带动大
家前进。”

——卫冕冠军法国队在小组赛第二轮2：1击败丹麦队，法
国队主教练德尚表示，帮助球队打进两球的姆巴佩就像行驶在
绿茵场上的“蒸汽火车”，起到带动全队的作用。

“年纪越大，越感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啊！”
——34岁的波兰队前锋莱万多夫斯基进球了！这位曾荣获

两届世界足球先生的顶级前锋，终于改写了世界杯进球数“0”的
历史。在波兰队对阵沙特队的比赛中，莱万迎来世界杯个人首
球，他紧握双拳，扑向草坪，亲吻绿茵，起身后掩面擦掉眼泪。

“我们还没出局，要为出线拼到最后一秒。”
——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与阿根廷队同积3分暂列小组第

三，主教练勒纳尔对球队有信心，下一场他们将对阵劲敌墨西
哥队，“我们要集中精神，力争取胜”。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6日电）

11月26日，丹麦队安德森（左一）和法国队姆巴
佩（右二）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11月27日，哥斯达黎加队球员奥维多（左）防守日本
队球员堂安律。 新华社发

11月26日，阿根廷队球
员梅西在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发

日本队主帅森保一：

对西班牙
“完全有机会赢”

据新华社多哈 11 月 27 日
电 日本队27日在卡塔尔世界杯
E组第二轮比赛中0：1负于哥斯
达黎加队，主帅森保一在赛后新
闻发布会上说，战术没有错，但
结果很遗憾。他还表示，经过三
场小组赛再实现突围，符合他们
最初的预想，对于下一个对手西
班牙队，“我们完全有机会赢”。

与对德国队比赛后的春风
满面形成鲜明对照，森保一走进
赛后新闻发布会时神情有些凝
重。他首先对比赛进行了回顾：

“上半场我们没有创造很多机
会，下半场强化了进攻，但对方
下半场也开始发力。他们抓住
了机会，结果很遗憾。”

关于下半场用一名进攻球
员换下一名后卫的做法以及后
防的致命失误，森保一说：“我认
为战术没有错，也不后悔。对哥
斯达黎加队和对德国队一样，我
们并没有预想能够完全压倒对
手，而是在防止失球的基础上争
取有进球。下半场我们创造了
更多机会，控球也更多，如果能
进球就好了。”

谈到对下一轮迎战西班牙
队和对小组突围的预期，森保
一表示：“西班牙队和德国队一
样都曾夺冠，是非常值得尊敬
的对手。这一场仗很艰难，但
我们完全有机会赢。经过三场
小组赛再实现突围，符合我们
最初的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