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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传真

美女侃球

□冯磊(本报资深编辑）

很多人猜对了比利时
人的开头，却没有猜对他们
的结尾，就像很多人猜错了
法国人的开头，却赌中了他
们的结局。

坐拥“10.8 亿欧元”豪
华阵容的法国队在踢了一
场乏味的半决赛后，时隔十
二年，拿到了前往卢日尼基
球场的通行证。在出线和
好看面前，他们选择了前
者。

打法比摘花还优美的
“桑巴军团”已经离开了世
界杯，玩起细腻的脚下活和
大打攻势足球的“欧洲红
魔”也无法逃避出局的命
运，他们没来得及考虑如何
换脑筋，就不得不含泪告别
俄罗斯之夏。

一直期待着，法国队和
比利时队的比赛是一场两
大高手决战于悬崖之巅的

决斗，如小李飞刀挑战灵犀
一指，甫一出手便搅起漫天
风雨，虽然残酷但很美丽。
只是这种场面并没有在圣
彼得堡体育场出现，法国队
在靠一个定位球领先后，便
开始全体回撤防守，选择了
更加功利的以守代攻，崇尚
1 比 0 主义。“联赛靠进攻，
杯赛靠防守”，“高卢雄鸡”
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
话，如姆巴佩这样的年轻球
员也没忘记故意拖延时间。

漂亮的永远是短命的，
这似乎在现代足球中已经
成为了一个宿命。不管是
世界杯还是欧洲杯，打得酣
畅淋漓的，都注定走不到终
点。佩雷拉和斯科拉里为

“桑巴足球”注入了防反的
味道，他们就拿了两次世界
杯；丹麦人和希腊人靠着功
利足球，创造了欧洲杯的丹
麦童话和希腊神话。

漂亮永远是理想者的
墓志铭，功利永远是现实者
的通行证。当华丽遇见功
利，当浪漫主义遇见实用主
义，一切都会显得那么苍白
无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就
像不同的生存法则，虽无黑
白分明，却冷暖自知。或
许，对于世界杯的参赛者来
说，捧起大力神杯永远比一
场荡气回肠的失败更重要。

在终场哨声响起的时
候，我们隐约听到了“欧洲
红魔”和华丽攻势足球一起
心碎的声音。

功利是现实者的通行证

球星动态

据新华社马德里7月
10日电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
里俱乐部10日宣布，五次金
球奖得主C罗已经与“老妇
人”尤文图斯俱乐部签约。

C罗于2008年从曼联
以8000万英镑的身价转会

至皇马，创下了当时的转会
费纪录。在效力皇马的10
年时间里，C罗总共攻入
451球，成为俱乐部历史最
佳射手，并且随队夺得了两
次西甲联赛冠军和4次欧
冠联赛冠军。

葡萄牙巨星离开俄罗斯便惊动世界足坛

C罗投身“老妇人”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7月
10日电 这应该是本届世界
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场比
赛！依靠乌姆蒂蒂下半场的
一个头球，法国队笑到了最
后，他们以1:0淘汰了比利
时，时隔12年后再次杀进世
界杯决赛。

在这场群星璀璨的比赛
中，来自巴塞罗那的法国后
卫乌姆蒂蒂并不算什么明
星，但他决定了整场比赛！
第51分钟，在吉鲁制造了角
球之后，格列兹曼开出角球，
24岁的乌姆蒂蒂插上完成一
个强有力的头球，赶在防守
的费莱尼之前，为法国敲开
胜利之门。1:0，这也是整场

比赛的唯一一个进球。
乌姆蒂蒂代表法国队

参加了23场比赛，仅仅打入
两球，但他的这个进球价值
千金。法国队第三次杀进
了世界杯决赛，前两次分别
是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和
2006年德国世界杯，这个数
字仅次于 8次的德国、7次
的巴西、6次的意大利、5次
的阿根廷，和荷兰队杀进决
赛的次数一样。现在，他们
有望重演1998年夺冠的荣
光。

继1986年之后，“欧洲
红魔”比利时再一次倒在四
强赛上，但这已经是他们在
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圣彼得堡体育场，
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
杯半决赛中以1:0淘汰
比利时队，进军决赛。

20年前，法国队在
本土举行的1998年世
界杯上第一次夺得冠
军。这次杀入决赛，

“高卢雄鸡”距离再次
捧杯仅一步之遥。

本届世界杯，法国
队青春无敌，群星闪
耀！

“高卢雄鸡”是本
届世界杯中第二年轻
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
26岁零10天。10.8亿
欧元，是世界杯赛前
《转会市场》对法国队
总身价的预估，这一数
字排在 32 强的第一
位。

如果说球星是夺
取大力神杯重要因素
的话，法国队无疑是四
强队伍中最有冠军相
的。战澳大利亚博格
巴如有神助，遇秘鲁吉
鲁表现抢眼，对阵阿根
廷姆巴佩横空出世，淘
汰乌拉圭瓦拉内灵光

乍现、格列兹曼展现霸
气风范。

法国队无疑有一
个强大的整体。对阵
比利时，吉鲁多次错过
得分良机，两队缠斗半
场无果后，乌姆蒂蒂站
了出来，第51分钟门前
抢点，头槌破门，攻入
制胜一球，将“高卢雄
鸡”送入决赛。

这 是 法 国 队 自
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
再次进军决赛，也是法
国队20年内第三次杀
入世界杯决赛。

对法国队来说，每
一代球员都有他们独
特的赛前仪式。1998
年世界杯上，队员们亲
吻着门将巴特兹的光
头，举起大力神杯。

来到俄罗斯，抚摸
后卫拉米的胡子成为

“高卢雄鸡”祈福的动
作。到目前为止，这一
动作十分奏效，法国队
在 6 场比赛中未尝败
绩。

据新华社圣彼得
堡7月10日电

“高卢雄鸡”群星闪耀
距再次捧杯一步之遥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 7
月10日电 俄罗斯世界杯
10日进行的半决赛中，法
国1:0击败比利时，第三次
晋级世界杯决赛。对于比
赛中采取的防守反击战术，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说：

“（半决赛对阵比利时）
需要实用主义，是时
候现实点了。”

这场比赛，法
国后卫乌姆蒂蒂
头球打进唯一
进球。双方教
练都认为定
位球是决定
比赛胜负的
关键因素。
德尚说：“比
利 时 队 很
强，这时候
是 要 现 实
一 点 。 如
果射门更精
确的话，我
们会进更多
球。”

1998 年，法国第一次
夺得世界杯冠军。这是他
们第三次晋级决赛，新闻报
道说整个法国都在庆祝。
德尚说，已经看到了法国人
民的庆祝，上次夺冠回忆很

甜美，但最重要的是决赛来
了。两年前的欧锦赛决赛
失利很痛苦，“虽然欧锦赛
没有夺冠，但他们一直支持
我们，想给他们更多欢
乐”。

德尚不在乎球队踢得难看

到了需要实用主义的时候了

教练评球

新华社马德里7月10
日电 从 2009 年 6 月以
8000万英镑由曼联转会皇
马，到2018年7月10日以
1.05亿欧元的身价转投尤
文，C罗在效力皇马9年间
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纪录，
达到团队荣誉与个人荣誉
的顶峰。

C 罗在皇马共出场
438次、打进451球，其中
包括311个西甲联赛进球
和 105 个欧冠进球，以场
均1.03球超高的效率成为
皇马队史射手王。他的进
球是皇马获胜的重要保
障，皇马在他的带领下共
获得四个欧冠冠军、两次
西甲冠军、两次国王杯冠

军、三个世俱杯冠军、两次
欧洲超级杯冠军和两次西
班牙超级杯冠军，并且在
2016年至 2018年间完成
了欧冠改制以来史无前例
的三连冠。

除团队荣誉外，C罗在
皇马也斩获无数个人荣
誉 。 他 在 2013、2014、
2016和 2017年四次获得
金球奖，2016和2017年两
次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
三次欧足联最佳球员，以及
三次欧洲金靴奖，六次欧冠
金靴，并且成为欧冠历史最
佳射手。在皇马效力的9
年间均入选国际足联年度
最佳阵容和欧足联年度最
佳阵容。

他与“银河战舰”共创辉煌

C罗九年皇马生涯回顾

相关链接

“法比”两队10号球
员大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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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身战袍总感到怪怪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