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4 日，葡萄
牙队球员克·罗纳尔多

在比赛中射门。当日，在卡
塔 尔 多 哈 974 球 场 进 行 的
2022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H
组比赛中，葡萄牙队 3 比 2

战胜加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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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VS威尔士
11月25日18时 CCTV5直播

在 B 组首轮，威尔士队 1 比 1 战平
美国队后，将迎接伊朗队的挑战，后者
小组首轮 2 比 6 败给了英格兰队。贝
尔点球帮助威尔士逼平美国队，让这
个小组的出线形势显得扑朔迷离，英
格兰一马当先，美国、威尔士和伊朗都
有机会。

贝尔虽然英雄暮年，但仍然是威
尔士绝对主力，他的发挥决定着球队
的上限。虽然伊朗队已经是六次晋级
世界杯决赛圈，但他们面对欧洲球队
从未取胜，与英格兰队的比赛前锋塔
雷米包办伊朗队两粒进球，他也是对
威尔士队的最大威胁。

●赵俊杰

同样的剧本、同样的剧情，再次
在卡塔尔世界杯赛场上演。

11 月 24 日，亚洲球队日本队，
在一球（点球）落后的情况下，绝地
反击，掀翻德国战车。而在前一天，
另一支亚洲球队沙特阿拉伯，也以
同样的情形，击败夺冠热门阿根廷
队，爆了冷门。

蹊跷的是，攻破德国队大门的，
恰恰是两名在德甲赛场驰骋的日本
球员。面对强大的德国队，日本没
有被对方攻入的一粒点球而打乱节
奏，他们将主教练布置的战术执行
到底，最终得到回报。

反观德国队，他们为自己的轻
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赛场上，大
步蹦跳的吕迪格一副洋洋得意的笑
容、颇具调戏的奔跑姿势，便说明一
切。而德国队恐怕做梦也没有想
到，继上届俄罗斯世界杯之后，他们
再次倒在亚洲球队脚下。

有爆冷就有“黑马”，而日本队
并不这么认为。世界杯前，日本队
有位年轻球员接受采访时表示：“日
本队的目标不应该是世界杯八强，
应该是冠军。”同样，比赛前，日本队
主帅森保喊话德国队：我们想给世
界带来惊喜。

看完上半场，不少球迷认为，日
本队只是过过嘴瘾罢了。不料，下
半场，风云突变。日本队先是用强
韧的防守和超强跑动能力逼迫对手
失误，继而又不知疲倦地高位逼抢
和连续换攻击手的策略疯狂反扑，

比赛接近尾声时反超比分。
在强大的德国队面前，日本球

员能展开对攻，能行云流水般地传
球，源于他们自身的实力。本届日
本队 26 人的大名单里，旅欧球员高
达 19 人，在德甲踢球的就有 8 人。
其中，贡献进球的堂安律、浅野拓
磨，以及中场核心镰田大地、远藤航
等 6 名球员来自德甲。这些球员长
年在德甲赛场与德国球员较量，彼
此之间有了认识，赛场上丝毫没有
畏惧。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日本队
的胜利，归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归于他们按足球发展的规律办事。
在发展足球事业的路上，日本并没
有急于求成，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
打，才有了今天的胜利。近年来，日
本足球坚持“走出去”，一项数据显
示，日本旅欧球员人数达到四百多
人，在欧洲五大顶级联赛赛场都有
日本球员的身影。

此次，日本队并没有让胜利溜
走，上届世界杯读秒时刻惜败于比
利时的情形没有再发生。我们有理
由相信，接下来的比赛，日本队将会
给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

一切皆是实力

“我们失球太容易了！我们是在踢
世界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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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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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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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妙语连珠

英格兰队如果战胜美国队，将锁
定一个 16 强名额，这是“三狮军团”的

“如意算盘”，虽然看起来实力对比悬
殊，但实际上美国可能并没有那么容
易就范。

首战面对伊朗队，英格兰队打得
酣畅淋漓，锋线多点开花，展现出了极
强的进攻实力，特别是贝林厄姆和萨
卡等小将发挥出色，但一场大胜的兴
奋过后往往是精神疲劳，年轻球员的
状态或有起伏。此外，面对伊朗的两
个丢球也暴露了英格兰后防漏洞。美
国队首场比赛面对威尔士占据优势，
但最后时刻丢球被扳平，心有不甘的
他们必会力拼对手，这场“英美大战”
有悬念。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电

英格兰VS美国
11月26日3时 CCTV5直播

卡塔尔VS塞内加尔
11月25日21时 CCTV5直播

A组首轮比赛中，卡塔尔和塞内加
尔都输球了，这意味着本场比赛对双
方来说都成了“生死战”。首场完败于
厄瓜多尔的东道主志在从塞内加尔身
上挽回颜面，而仍然期待出线的“特兰
加雄狮”也将百分百投入。

这场比赛如果分出胜负，输球的
一方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无缘 16强
的球队，卡塔尔队在打破世界杯东道
主首战不败定律后，有可能再次创造
尴尬纪录 。

11月24日凌晨的阿图玛玛体育场，西班
牙7比0击败哥斯达黎加，迎来队史世界杯最
大比分胜利。6名球员斩获进球，其中包括
18岁的加维。就在一个月前，加维刚刚击败
贝林厄姆、穆西亚拉等人，先后斩获科帕奖、
金童奖。一年前，荣膺这两大奖项的是19岁
的佩德里——加维的俱乐部兼国家队队友。

如今提及加维、佩德里，很多人将他们
比作巴塞罗那和西班牙新的哈维、伊涅斯
塔。相比于两位功成名就的前辈，加维、佩
德里的起点似乎更高。刚刚成年不久的加
维，过去一年来迈入足球生涯快车道，以惊
人的速度打破了多项历史纪录。司职中场
却身披 9号球衣，加维让人想起西班牙上一
个“金童”、9 号托雷斯。2020 年 9 月，他与
巴萨签下第一份职业合同，今年 9 月，合同
延长至 2026 年，违约金高达 10 亿欧元。此
外，他目前的身价高达 9000万欧元。

去年上半年，加维刚开始代表巴塞罗
那二队参加西乙联赛，出场的次数并不
多。但从去年 8 月开始，加维迅速升入一
队，并在 8 月底上演西甲首秀，9 月中旬亮
相欧冠赛场，12月中旬收获西甲处子球，以
17岁零 135天超越梅西，成为队史第三年轻
的进球者。

几乎与此同时，刚满 17 岁的加维吸引
了恩里克的注意，得到西班牙国家队的召
唤。今年 6 月 5 日，加维收获国家队首球，
以 17 岁零 304 天成为西班牙队史最年轻的
进球者。

11 月 21 日晚，卡塔尔世界杯 B 组的一
场焦点战，“三狮军团”英格兰 6比 2大胜伊
朗。19岁新星贝林厄姆成为世界杯赛场首
位破门的 00 后球员，也是继欧文之后英格
兰第二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

贝林厄姆出生于 2003 年 6 月 29 日，现
效力于多特蒙德，目前身价高达 1 亿欧元。
此役，首发登场的贝林厄姆，以 19 岁零 145
天成为英格兰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三年轻的
首发队员，仅次于欧文、卢克·肖。

萨卡首次代表英格兰出战世界杯，首
场比赛便上演梅开二度。他同样是位 00
后，出生于 2001年 9月 5日的他年仅 21岁，
目前效力于阿森纳，身价 9000 万欧元。此
外，23岁的中场球员赖斯、芒特也有不俗表
现。舞台来到卡塔尔，“三狮军团”的青春
风暴相当猛烈。 据新华网报道

青春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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