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乌拉圭0:0互交白卷

“老虎”咬“圭”无从下口

瑞士队球
员恩博洛错失
进球后神情沮
丧。新华社发

新华社多哈11月 24日电 在24
日进行的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G组首
轮比赛中，瑞士队凭借恩博洛的进球
1:0战胜喀麦隆队，取得“开门红”。

午后的多哈室外气温接近30摄氏
度，冬日的暖阳晒得人略感困顿，不过
这样的感觉很快被贾努布体育场里激
烈的战况打破。率先发难的是“非洲雄
狮”，他们在开场20分钟内两度威胁对
手球门，尤其是舒波·莫廷前场断球后
的一次单刀机会，惊出瑞士队一身冷
汗，好在门将索默冷静扑救，化解危机。

面对世界排名比自己低20多位的
对手，瑞士队整个上半场都踢得有些被
动，直到比赛进入后半程，这把“军刀”
才终于出鞘。第48分钟，恩博洛接到
队友的边路传球，一脚推射破门，这位
出生于喀麦隆的瑞士前锋在进球后没
有进行过多庆祝。

先失一球的喀麦隆队此后全线压

上，试图殊死一搏，但瑞士队用严密的
防守和耐心的控球化解了对手的最后
攻势，即使面对最后时刻的角球机会，
他们也没有选择进攻，而是谨慎地将球
控制在脚下。

没有华丽的进攻场面，甚至更多时
间都处于守势，但瑞士人抓住了为数不
算多的机会，稳稳收获一场小胜，从终
场哨声响起时队员们的激动庆祝可以
看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赢球方式。严
谨、高效、冷静，瑞士队在卡塔尔的首秀
显示出了他们“强队杀手”的底蕴。

而对于喀麦隆队来说，“非洲雄狮”
同样为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他
们拥有实力不俗的锋线，几脚有威胁的
攻门令人印象深刻，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们需要进一步提高进攻的效率。

G组第二轮比赛，瑞士队将面对本
组头号强敌巴西队，而喀麦隆队则将同
塞尔维亚队展开较量。

恩博洛建功 瑞士一球小胜

“军刀”出鞘斩“雄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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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盘点

11月24日，随着韩国队0：0战平
乌拉圭，亚足联旗下6支晋级球队已
全部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首轮整体
成绩为2胜1平3负。

除韩国队外，沙特队和日本队以
2:1的相同比分分别战胜阿根廷、德
国，卡塔尔0:2不敌厄瓜多尔，伊朗
2:6负于英格兰，澳大利亚1:4遭法
国队逆转。

输球的 3 支球队是卡塔尔、伊
朗、澳大利亚，的确是技不如人，毕
竟对手实力都比较强大，尤其是伊
朗与澳大利亚面对的是英格兰与法
国这样的夺冠热门。但是，同样是
面对前世界杯冠军，沙特击败了阿
根廷，日本击败了德国，而韩国战平
了乌拉圭。

亚洲6支球队面对5个前世界杯
冠军，能够拿下2胜1平3负积7分的
成绩，已经远超预期。赛前舆论普遍
预测，亚洲球队将在本次世界杯小组
赛全军覆没，而目前来看日韩与沙特
都有不错的出线前景。 （新体）

首轮小组赛亚洲六队

全部登场

从前世界杯冠军
身上夺7分 24 日 晚 ，2022 卡

塔尔世界杯小组赛继
续进行。在 H 组乌拉
圭对阵韩国的比赛中，
两队鏖战 90 分钟，最
终 0:0 互交白卷，这是
本届世界杯第四场没
有进球的比赛。效力
于中超山东泰山的孙
准浩在比赛第 73 分钟
替补登场，这是现役中
超球员本届世界杯首
秀。

此外，韩国队阵中金
玟哉、黄喜灿、金英权、权
敬源都曾在中超效力。

（新体）

中超来中超来““抢戏抢戏””咱也沾点光咱也沾点光
孙准浩金玟哉亮相韩乌之战孙准浩金玟哉亮相韩乌之战

韩国队球员金玟哉
（下）在比赛中受伤倒
地。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多哈11月23日电 用一场
狂野的奔跑，时隔36年再次亮相世界
杯决赛圈的加拿大队将上届世界杯季
军比利时队逼得狼狈不堪，但比利时人
还是依靠上半时的一次“偷袭”以1:0
拿下了比赛。

在23日的这场比赛中，加拿大队
全场狂轰21脚射门，然而射术欠佳，只
有3次命中球门范围内。“枫叶之国”全
场最佳得分机会是第8分钟获得的点
球，但当家球星阿方索·戴维斯主罚的
点球被比利时队门将库尔图瓦扑出。

比利时队本场获胜后已连续13场
在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8胜5平），
不过本场他们多名主力不在状态，失误
连连。比赛大多数时间在比利时队半
场进行。

加拿大队上次征战世界杯决赛圈
还是1986年，他们本场面对世界排名
第二的比利时队毫不怯场，开场后便形

成围攻之势，右路进攻打得尤为出色。
第8分钟，主裁判通过录像回看，判罚
比利时队的卡拉斯科禁区内手球犯规，
但戴维斯错失点球。第30分钟，加拿
大队阿里斯塔尔·约翰斯顿禁区右路一
记劲射被扑出。

加拿大队如潮的攻势下，反倒是比
利时队率先打破僵局，阿尔德韦雷尔德
第44分钟后场长传找到巴舒亚伊，后
者禁区内左脚抽射得分。加拿大队上
半场补时阶段错过扳平比分的良机，泰
琼·布坎南门前近距离抢点射门打高。

下半时和上半时如出一辙，加拿大
队频繁利用边路传中发动进攻，但却是

“雷声大雨点小”。第80分钟，替补登
场的克莱·拉林禁区内头球攻门被库尔
图瓦稳稳扑住。

收获3分的比利时队目前排名F
组第一，下轮对阵摩洛哥队。加拿大队
将面对克罗地亚队。

库尔图瓦扑出点球

比利时1:0险胜加拿大

新华社多哈11月23日电 23日晚
的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比利时队一球
小胜加拿大队，但纵观整场，比利时队
得分不得势，进攻数据明显不如对手。
赛后发布会上比利时球星德布劳内说，
自己不配当选比赛最佳球员。

德布劳内说：“（这场比赛）我踢得
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选为比赛最
佳球员，可能是因为我的名气？”

他还说，整场比赛比利时队能看到很
多进攻空间，但队伍没有任何办法。“我有
点沮丧，踢得很差，找不到进攻的方法。”

在具体分析、反思比利时队的比赛
战术时，德布劳内说，自己的队伍打了
太多的长传球，但进攻队员找不到接应
位置，对加拿大队的高位压迫也没什么
应对办法。

比利时队主教练马丁内斯也坦承
队伍发挥不佳。他说：“我们打得不好，
加拿大队是比赛中发挥更好的队伍，我
们踢得很不舒服，但我们并不是不值得
这场胜利。”展望后续两场小组赛，马丁
内斯表示，球员们需要尽快找到状态，
更加专注。

德布劳内当选全场最佳球员后疑惑：

为什么是我？

11月 24日,在卡塔尔世界杯小
组赛H组首轮比赛中,韩国队与乌拉
圭队均未进球，0：0战平。此前沙特、
日本两支亚洲球队首战告捷，提升了
外界对韩国队表现的关注度。在韩国
国内，截至本场比赛结束前，韩国门户
网站Naver的赛事直播页面上已有累
计超过800万韩国民众在线观赛。对
于比赛结果，有韩国球迷表示，“虽然
可惜，但（韩国球员）表现得不错”。

比赛开始前，韩国球迷对这场赛
事万分期待。他们来到首尔光化门广
场，进行街头助威集会，为韩国队加油
呐喊。

截至比赛开始前，在线上已有超
过百万的韩国民众通过Naver直播页
面等待观看本场比赛，他们在直播页

面下留言为韩国队加油。一位韩国球
迷说道：“韩国选手请竭尽全力，不要
在比赛中受伤。大韩民国加油！”另一
位韩国网民则表示：“我们也要像日本
和沙特阿拉伯那样（击败对手），要在
本场比赛中战胜乌拉圭！”

直到上半场比赛结束时，对阵双
方虽然都创造出几次射门机会，但却
没有最终破门得分。两队比分一直维
持在0：0。对此，有韩国球迷显露出
焦躁的情绪，有人在直播页面下留言
道：“哪怕只进一个球也好啊！”

本场比赛最终比分为0:0，双方
均未进球。对于比赛结果，韩国球迷
颇显遗憾。有人在直播页面下留言写
道：“虽然可惜，但（韩国球员）表现得
不错。” （新体）

韩国球迷赛后反应：

球员表现得不错

备受关注的韩国头号球星孙兴
民头戴面具首发出场，看台上远赴
卡塔尔的韩国女球迷拉出了标语，

“你是我的阳光。”前德国队主帅克
林斯曼表示，“这意义重大，孙兴民
的登场对于全队的信心提升作用是
巨大的。”

实际上，眉骨位置的骨折对于足
球运动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在争
顶和做其他技术动作时，都会受到影
响。但即便如此，“亚洲一哥”还是忍
痛带着面罩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并
且打满全场。

韩国队能拿到1分，孙兴民起到
了关键作用。韩国队在比赛中为数
不多的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基本都
有孙兴民的参与，尤其是比赛结束
前，他在大禁区外有过一记左脚冷
射，惊出对手门将一身冷汗。而当
孙兴民赛后摘下面具时，大家才发
现“亚洲一哥”的面颊仍然有肿胀，
眉骨上的疤痕依旧清晰可见。很显
然，孙兴民是咬牙坚持才踢完了整
场比赛。此役他虽然没有进球，但
其赋予球队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或
缺的。 （新体）

“面具侠”伤口未愈

孙兴民打满全场

作为本届世界杯上最后一支出场的亚洲球队，韩国队
没能延续此前沙特和日本的“奇迹”。11月24日，在卡塔尔
赖扬教育城球场进行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H组比
赛中，乌拉圭队以0：0战平韩国队。韩国队与乌拉圭队上
次在世界杯赛场交手，还要追溯至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
双方在1/8决赛相遇，最终乌拉圭队以2：1获胜。此番再
战，乌拉圭队“黄金一代”即将迎来谢幕，意欲复仇的韩国队
自比赛开始便对对方球门持续施压。

上半场开场后，韩国队展现出了
极强的战斗欲望，利用奔跑和对抗一
度压制住了乌拉圭，前20分钟韩国队
控球率甚至到达了惊人的71%，但他
们并没有找到射门机会。

随着比赛不断深入，经验丰富的
乌拉圭开始寻觅杀机，第19分钟，巴
尔韦德前插至禁区，停球的同时一脚
撩射，惊出韩国队一身冷汗，第21分
钟，努涅斯和苏亚雷斯连续在禁区内
抢点，但没有很好完成射门。

眼见乌拉圭不断制造威胁，韩国
队也还以颜色，第34分钟，无人防守
的黄义助在门前将球打高，这是比赛
开始后双方最接近进球的一次机会。
第43分钟，乌拉圭右侧角球机会，戈

丁抢点甩头攻门击中立柱，蓝衫军距
离进球只差一步之遥。

下半场易边再战，迭戈·阿隆索
用卡瓦尼换下苏亚雷斯，继续保持禁
区内的威慑力。作为回应，韩国队主
帅保罗·本托同时换上孙准浩、李刚
仁和曹圭成。第80分钟，卡瓦尼中
场抢断，努涅斯带球内切一脚兜射偏
出球门右侧。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乌
拉圭0：0闷平韩国，在世界杯的赛场
上，该队2胜1平仍对“太极虎”保持
不败。

一场平局让双方各取一分，下一
场韩国队将对阵加纳队，乌拉圭队将
挑战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

（新体）

韩国队球员
孙 兴 民 在 比 赛
中。 新华社发

韩国队球
员黄义助（右）
与乌拉圭队球
员费德里科·巴
尔韦德（中）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

11月24日，在卡塔尔多哈974球
场进行的世界杯H组比赛中，葡萄牙
队 3:2 战胜加纳队，惊险赢得开门
红。C 罗点球破门，安德烈·阿尤

扳平。费利克斯和拉斐尔·莱昂连入
两球，加纳队布卡里头球破门扳回一
城。C罗成为史上首位连续5届世界
杯破门的球员。 （新华）

C罗比赛中主罚点球前亲吻足球。 新华社发

葡萄牙3：2战胜加纳

C罗连续五届世界杯进球

每日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