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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预告
29日

23：00 卡塔尔VS荷兰（A组第3轮）

23：00 厄瓜多尔VS塞内加尔（A组第3轮）

30日

03：00威尔士VS英格兰（B组第3轮）

03：00 伊朗VS美国（B组第3轮）

以上比赛央视5套和5+直播

伊朗VS美国最吸引眼球

“波斯战士”力争进军16强
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世界杯小

组赛第三轮比赛将开赛，为了避免“猫腻”，小组赛两
场同时开踢。这4场比赛场场都事关小组出线，伊朗
VS美国最吸引眼球，这场比赛“波斯战士”伊朗队将
全力以赴迎战对手。

卡塔尔VS荷兰
从荷兰队前两轮的表现来看，这支“橙衣军团”摒

弃全攻全守的传统踢法，踢得非常稳健。不过，即便如
此，该队还是被厄瓜多尔撕破了以范戴克为首的防
线。荷兰队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进攻乏力，预选赛
上“大腿”德佩伤愈复出，难于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这场比赛，荷兰队只有取胜才能确保小组第一，淘
汰赛避开B组的英格兰队。卡塔尔队已经无缘出线，本
场比赛是“荣誉之战”，对于卡塔尔队的球员来说，能否
放下一切包袱争取踢出水平，奉献给主场球迷一场精
彩的比赛，我们拭目以待。

厄瓜多尔VS塞内加尔

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厄瓜多尔队的防守稳健，以
小将凯塞多领衔的防守体系比较牢固。塞内加尔队尽
管缺少了前锋马内，但攻击力并没有减弱多少。在第
二轮比赛中，塞内加尔队多点开花，有3名球员进球，非
洲冠军的实力得到体现。这场比赛，厄瓜多尔队极有
可能以防守反击为主，等待对手犯错一剑封喉。此役
退无可退的塞内加尔队有可能踢出高水平。

威尔士VS英格兰

威尔士队在上一场和伊朗的比赛中，不但没能
创造出太好的进攻机会，反而还被伊朗队压制。目
前，两轮比赛过后，只拿到一个积分的威尔士队陷入
了绝境。

英格兰队上一场和美国队战成0：0，引发外界不
满，让人猜疑有可能两队打“默契球”。英格兰队在上
一场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在控
球率上，两支球队近乎持平，在射门次数上，英格兰队
还要落后于美国队。面对美国队的密集防守，英格兰
队没有创造出太好的进攻机会。本场比赛只要威尔
士队不能取胜，将铁定出局。因此本场比赛威尔士队
必须以攻为主，这就给英格兰队创造打防守反击的机
会。本场比赛英格兰队赢面大一些。

伊朗VS美国

这是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上最令球迷们期待的一
场比赛，并不是因为双方的球员技术有多么的高超，而
是双方的国家关系，让这场比赛还没开打，就已经令人
关注。这场比赛的意义，似乎已超越了足球本身。

美国队前两轮两战皆平，拿到了2分，虽然比伊朗
队少拿一分，但是还有小组晋级的希望，只要在本场比
赛中战胜伊朗队，就能小组出线。反之如果美国队打
平或者输给了伊朗队，将被淘汰。可以预见，这场比赛
的争夺将会十分激烈。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克拉马里奇
灵动射手似苏克

从逼平上届世界杯亚军克
罗地亚队，到战胜上届季军比利
时队，不经意间，摩洛哥队已经
来到卡塔尔世界杯F组第二的
位置。这支此前五度征战世界
杯四次折戟小组赛、最好成绩是
16强的北非球队意欲向世人再
次证明自己。

除了曾五度参加世界杯，摩
洛哥与世界杯的缘分还在于曾五
次申办世界杯——他们申办了
1994、1998、2006、2010和2026
年赛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摩洛哥办世界杯的意愿缘何
如此强烈？用摩洛哥2026年世
界杯申办委员会CEO阿姆拉尼
的话说，因为“摩洛哥人热爱足
球，我们相信足球可以改变人们
的生活，可以通过举办世界杯来
让国家在各个领域获得发展”。

此次申办摩洛哥依然输了，
输给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主
要原因一是2026年世界杯将扩
军至48支球队，赛事数量升至
80场，这对于承办国的硬件设施
和接待能力提出相当高的要求，
美加墨三国不需另建球场，赛后
利用也不是问题；而摩洛哥若申
办成功，需要改扩建并新建多座
球场。二是美加墨三国共举办过
3次男足世界杯、3次女足世界杯
以及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办赛经
验丰富。三是上述三国的经济实
力要强于摩洛哥。

第五次申办失利后，摩洛哥
并不气馁，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
优势，一是地理优势，摩洛哥同
西班牙隔直布罗陀海峡相望，和
欧洲大陆处于同一时区，这对于
参赛球队最多的欧洲而言非常

友好。二是国土面积不算大，旅
行距离相对较短，可避免舟车劳
顿，这一点在国土面积更小的卡
塔尔得到了印证。

摩洛哥还将申办2030年世
界杯，这恐怕又是一场硬仗，因为
2030年正值世界杯百年，1930
年首届世界杯举办国乌拉圭将与
阿根廷、巴拉圭和智利联合申办
该届世界杯。即便如此，恐怕也
不会动摇摩洛哥的申办雄心。

正是因为人们喜爱，所以这
里的足球联赛体系非常健全。
摩洛哥的职业足球联赛分两级，
各有 16支队伍，采用“二升二
降”的升降级制度；业余联赛分
三级，涉及队伍96支。此外，下
面还设有11个地区联赛。这一
庞大的联赛体系相对于其国土
面积和人口而言足够惊人。

完善的联赛体系，加之地缘
和语言的优势，帮助摩洛哥培养
出不少足球青年才俊，他们中的
不少人在欧洲踢球就是例证。此
次征战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
中有20人在欧洲联赛效力，其中
在五大联赛的就有15人。

1986 年世界杯，摩洛哥队
闯入16强、成为首支晋级世界
杯淘汰赛的非洲球队。彼时，在
与英格兰、波兰和葡萄牙队三支
欧洲劲旅的较量中，摩洛哥队以
小组第一出线，惊掉了不少人的
下巴。

摩洛哥队会创造新的历史
吗？

摩洛哥的世界杯“情结”能
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吗？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8日
电 记者公兵）

跑位灵动，停球细腻，左脚
精准，独进两球，跪地滑行，仰天
呐喊……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克
拉马里奇用充满激情的表现向
国际足坛宣告，克罗地亚队不仅
有中场大师莫德里奇，还有着传
承和神似传奇球星达沃·苏克的
一流射手，同样在书写着精彩。

27日晚，在历史悠久的哈里
发国际体育场，面对加拿大队球
星阿方索·戴维斯“闪电”般的头
球破门，速度和冲击力略显不足
的克罗地亚队，一度面临被爆冷
的逆境。

主教练达利奇赛后复盘这
场4：1的大胜时表示，活力十足
的加拿大队一开场就进球，带给
了他们更多的能量和力量，而克
罗地亚队逆转赢球的关键是“成
功稳定住了自己”。

毫无疑问，31岁的克拉马里
奇是迅速让“格子军团”冷静下
来，并“唤醒”上届世界杯亚军球
队的关键。他的两粒进球，诠释
了世界级射手的特质。

第36分钟，在边锋佩里西
奇送出穿裆妙传前，在433体系
中担任中锋的克拉马里奇，早已
预感到门前“杀机”。他在“佩
刀”得球前，已经找到空当，做好
前插准备。

传球一到，克拉马里奇顺势
杀入禁区，不停球劲射远角破
门。这样的果断和流畅，令回追
的加拿大后卫和上前封堵的门
将，毫无办法。

第70分钟，早已接管比赛
的克罗地亚队，继续在找回世界
强队的感觉。那一刻，已经替佩
里西奇策划好传球线路的克拉

马里奇，又跑到了无人盯防的远
门柱位置，高举双臂，向队友示
意。

当飞过加拿大球员头顶的
传球坠落，这位在德甲赛场久经
磨砺的前锋，几乎是出于本能，
右脚卸球，巧妙地让皮球滑到左
脚发力的位置，这一细腻的停球
技术，为一气呵成的射门打下基
础。一脚低射过后，依然是直挂
死角。比赛提前失去悬念。

首球让全队冷静，第二球锁
定胜局。赛后获评全场最佳的
克拉马里奇，证明了克罗地亚队
不仅有世界最好的“10号”，也有
顶级的前锋。而这些，源于他对
足球的热爱和追梦的执着。

6岁进入萨格勒布迪纳摩俱
乐部的青训体系，克拉马里奇在
这家堪称“球星摇篮”的克罗地
亚球队，开始了追梦之旅。青少
年生涯，他为俱乐部累计打进
450多球，荣膺队史“青少年射
手王”。

短暂的英超岁月未达预期
后，克拉马里奇在德甲霍芬海姆
队找到感觉，自2016年至今，为
俱乐部打进90多球，逐渐达到
生涯顶峰。前国家队教练尼科·
科瓦奇曾表示，这名前锋让他想
起了“金左脚”苏克。

在多哈，随着队友们渐入佳
境，身后有莫德里奇、布罗佐维
奇、科瓦契奇堪称中场“金三角”
般支持的克拉马里奇，将继续为
球队攻城拔寨，期待着为克罗地
亚足球书写比四年前更为动人
的华章。

（新华社多哈11月28日电
记者岳东兴 王浩明 韦骅）

一个北非“小国”的
世界杯宏愿

老虎的眼

睛

为德国扳平比分，延
续晋级希望的替补球员叫菲

尔克鲁格，一位大器晚成的“不来
梅城市乐手”。
29岁才首次入选德国国家队的菲尔克

鲁格，出自云达不来梅青训体系，在不来梅开启
职业生涯，职业生涯晚期在不来梅迎来巅峰，在与

西班牙队的生死大战中打入他在世界杯的第一粒进
球，现在成为不来梅的“城市英雄”。

在《格林童话》中，“不来梅城市乐手”指的是驴、狗、
猫、鸡四个小动物，为了逃避宰杀，决定去不来梅做城市乐

手，路上智斗强盗的故事。
这则寓言名篇是不来梅城市文化名片，象征着人们精诚团

结，以弱胜强的精神内核。故事里，小动物其实从来没有抵达过
不来梅，但他们心怀梦想，勇敢追求。

“我们渴望、需要这个进球，也值得拥有这个进球。面对强大
的西班牙队，现在我们得到1分。没有理由庆祝，但我们在第三场
决战前找到感觉了。”菲尔克鲁格说。

德国队主帅弗利克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看到他展现出决
心，向所有人展现出如何进球。他给球队带来很多，不只是进球。他
太棒了！他是全队的心脏，球队能拥有他，我太高兴了。”

四届世界杯元老托马斯·穆勒当天首发出场，担纲中锋。下半时，
菲尔克鲁格替换穆勒，为球队做最后一搏，当时德国队0：1落后。

穆勒赛后盛赞：“对‘菲尔’来说是多么神奇的夜晚！这就是来这
里的目的。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心，上场就是有效一击。”

在德国队宣布世界杯大名单前，菲尔克鲁格是最没存在感的一位
球员。只有在维尔纳确认因伤无缘世界杯时，他才进入公众视野。

在德国职业联赛中，他从未效力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等豪
门，辗转过菲尔特、纽伦堡、汉诺威等弱旅，多次征战德乙联赛。
直到上赛季，他以19粒进球8次助攻的成绩，带领不来梅重返德
甲后，他终于迎来“晚春”。

本赛季前，他在德甲单赛季进球最多时是2017-2018赛
季，他代表汉诺威打入14粒进球。本赛季他连续多轮蝉联

德甲射手榜首位，目前以10粒进
球与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小图
拉姆并列射手榜第二位。

在德国 U19 和 U20
的青年队中，他曾打入8
粒进球，踢球风格一度被
认为与克罗斯或马里奥·戈

麦斯相像。事实证明，他是德
国队目前最需要的“中锋”。

在来卡塔尔之
前，德国队与弱旅阿曼进行
一场热身赛，德国队尴尬地以1：0
小胜，打入进球的正是菲尔克鲁格。

在入选国家队后，不来梅后卫尼克拉
斯·施塔克曾说：“‘菲尔’对国家队非常重要，就
像他对于不来梅那样重要！也许有很多技术比他
出色的球员，但如果你需要一个典型的9号位，那
目前德国球员里没有人比他更合
适。”

菲尔克鲁格在德国有个不太
雅致的绰号——“牙洞”。在不
来梅的一次训练中，他撞碎了门
牙。他的“牙洞”现在清晰可见。
在不来梅，他还被球迷爱称为“丑
小鸭”，而他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更
像一只“黑天鹅”。

菲尔克鲁格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史
泰龙主演的电影《洛奇3》主题曲、“幸存
者”乐队的《老虎的眼睛》。他说这首歌
总可以给他带来力量，赛前听是莫大的
激励，歌词完美地诠释了他在这场比赛
中的态度和行动。

“不要松开紧握过去梦想的
双手，你必须战斗，让
梦想延续，在老
虎的眼睛里，是
战斗的震撼，起
来面对对手的挑
战……”

（新华社多
哈 11 月 28 日
电 记者刘旸 肖
世尧 赵建通）

热点
追踪

星光
灿烂

➡11月27日，克罗地亚队球员克
拉马里奇（下）在比赛中打入第二粒进
球后与队友佩里西奇（中）、洛夫伦庆
祝。 新华社发

⬅11月27日，在F组比赛中，比
利时队以0比2不敌摩洛哥队。图为，
双方球员门前抢点。 新华社发

⬆ 11 月 27 日，德
国队球员尼克拉斯·菲
尔克鲁格（左）在和西
班牙队的比赛中射门
得分。 新华社发

喀麦隆 3：3 塞内加尔

韩国 2：3 加纳

战报（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