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前在俄罗斯，半决赛激战正
酣之际，C罗离开了效力九年的皇家
马德里转投尤文图斯，成为当年夏天
最重磅的转会新闻；四年后在卡塔
尔，尽管葡萄牙队一场比赛都还没
踢，但C罗与曼联分道扬镳以及背后
种种恩怨却赚足了流量。以至于在
与加纳队比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关于这场比赛的提问寥寥无几，
几乎所有的焦点都围绕着C罗，葡
萄牙老帅桑托斯对此颇为无奈。

与加纳队的首场小组赛前一日，

葡萄牙队进行了公开训练。C罗比其他
大部分队友提早了几分钟第一个走入
训练场，助理教练送出一记长传，C罗一
个箭步冲上去，高高跃起，用一个势大力
沉的甩头攻门开启这一晚的训练。

也许是对自己的跳起高度或是攻
门角度不够满意，C罗完成这记头球
后双手抱头，嘴里喃喃说着什么。

几分钟后，队友陆续走进训练场，
C罗和老友佩佩以及其他几名队友一
起做起了“抢圈”练习，整个过程有说
有笑，看上去颇为轻松，似乎世界杯之

外的烦心事没有过多影响到C罗和葡
萄牙队，他们的备战足够专注。

C罗依然是那个足够职业又争强
好胜的C罗。

卡塔尔世界杯，某种意义成了C
罗自我救赎的一个机会。唯有顶级的
场上表现，才能让人们暂时忘记和原
谅他在俱乐部的低迷状态和那些不合
时宜的场外行为。当然，还有另一种
可能，那个最好的C罗终究无法再现，
再伟大的球员终究抵不过岁月。

新华社多哈11月24日电

重获自由的C罗

在卡塔尔能完成救赎吗？

□冯磊

卡塔尔世界杯注定属于年轻人。
北京时间11月24日凌晨，恩里克

麾下年轻的西班牙队7：0战胜哥斯达
黎加，创下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
大分差。

斗牛士军团用青春风暴，卷走了
人们的目光。

这是一个青春无敌的年代，看着
“00 后”在绿茵场上奔跑、射门、大放
异彩时，不得不由衷感叹一句：年轻真
好！

荣膺 2022 年金童奖的加维才 18
岁，成为继 1958 年的贝利之后，世界
杯赛场上最年轻的进球者。这位从青
训营里走出来的“天之骄子”，沉着、老
到，视野开阔，传球精准，将西班牙的
中场打理得井井有条，已成为斗牛士
军团争夺足坛最高荣誉的中坚力量。

19 岁的贝林厄姆在与伊朗的比
赛中，以一记头槌轻盈而有力地洞穿

了对方的大门，打进英格兰本届世界
杯的首粒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
位进球的“00 后”。贝林厄姆身上的
沉着冷静与年龄并不相符，正是这种
特质让他脱颖而出。

还有美国队的小维阿，小伙子也
只有 22 岁，对阵威尔士队的这场比
赛，正是小维阿的进球帮助美国队
战平威尔士。小维阿的父亲是利比里
亚总统、前金球奖得主乔治·维阿，带
着父亲未竟的梦想，小维阿来到了卡
塔尔世界杯，并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
中实现了进球。这里面不仅有父子梦
想接力，更有儿子对父亲的超越。

翻开世界杯的历史，几乎每隔 4
年，都会有超新星因为卓越的表现成
为举世瞩目的球星：1998年法国世界
杯，18岁的欧文追风过人，一战成名；
2006年德国世界杯，19岁的梅西初露
锋芒，传射自如；2018 年俄罗斯世界
杯，20 岁的姆巴佩衔枚疾走，横空出
世……世界杯一直都是年轻人施展才
华的最好舞台。

高尔基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
再比青春更美好的了，没有再比青春
更珍贵的了！”卡塔尔是这些少年天才
世界杯之旅的第一站，也是让世界真
正认识他们的开端。历史在尊重老人
的同时注定会选择年轻人，因为他们
在拥有今天的同时还将征服明天。

世界杯是青春的舞台

喜相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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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黄

沉睡的“雄狮”

看点扫描

麻辣球评

妙语连珠

欢迎扫码“嗨购珠海”商城“世界杯专区”

珠海传媒集团线上购物
商城“嗨购珠海”，是为珠海
市民打造的性价比超值的网
上购物平台，目前已有30多
个品牌、200 多款产品上
架。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特设
“世界杯专区”，珠海麒麟啤
酒、佰思纳特坚果、RDD零
食、阳澄湖大闸蟹等知名品
牌入驻，欢迎球迷朋友扫码
“嗨购珠海”商城“世界杯专
区”选购，珠海电台主播还将
邀请听众去金湾山海荒野露
营地，吹海风、尝美食、赏球
赛，享受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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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场外
“我们失球太容易了！我们是在

踢世界杯啊！”——23日，德国队在卡
塔尔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中1:2不敌日
本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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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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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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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罗离开曼联不会分散我的注
意力，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在团队中讨
论这个话题。”——虽然C罗没有出席
23日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但关于他的
问题却被反复提及。葡萄牙队主帅桑
托斯强调，他的队伍中没有人谈论这
位巨星和曼联的事情。

“当然现在离冠军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但梦想是自由的，我们梦想获得
世界杯冠军。”——24日，排名世界第
一的巴西队将迎来卡塔尔世界杯首
秀，虽然近两个比赛日冷门频出，但巴
西队将帅依旧对球队充满信心，巴西
队队长蒂亚戈·席尔瓦在23日的赛前
新闻发布会上毫不掩饰地喊出夺冠口
号。 新华社多哈11月24日电

荷兰VS厄瓜多尔

●11月26日0:00
●哈里发国际体育场

两队首战均拿下了3分，净胜球也都
是2个，因此，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小组
第一”的争夺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71岁的老帅范加尔的回归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荷兰队青黄不接的问题，但至
少他能让球队的人员更加齐心协力。而
对于那些有个性的球员，他采取的也是

“软处理”的方式，这才让德佩这样的刺
儿头也能在国家队发挥出高水平。首战
2：0拿下塞内加尔队之后，范加尔也迎来
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是他率队获得的
第38场比赛胜利，老帅也就此超越艾德
沃卡特，成为橙衣军团队史胜场数最多
的主帅。

厄瓜多尔队在揭幕战中完胜卡塔尔
队，展现出这支南美球队不俗的实力，特
别是恩纳·瓦伦西亚宝刀不老，在锋线上
冲击力十足，他将带领一众年轻人给荷兰
队制造麻烦。

交战纪录
两队历史交锋2场，荷兰队取得1胜

1平。两场比分为1:0和1:1。
比赛预测
总的来说，双方近况都是平分秋色，

都在上一场比赛获胜，整体士气和表现都
非常好，但如果按照纸面实力来说无疑是
荷兰队占据优势。

荷兰队的核心球员作用明显，无论是
领衔后方的范戴克，还是后腰弗伦基·德
容，以及替补出场的德佩，都发挥着各自
的作用。此番面对同分的厄瓜多尔只要
再拿下3分，球队就能获得出线权，所以战
意不会差，可以高看一线。

英格兰VS美国

●11月26日3:00
●海湾球场

本届世界杯“三狮军团”总身价高达
13.4亿欧元，阵中拥有福登、凯恩、萨卡、
斯特林、拉什福德的超强前锋线和贝林厄
姆、芒特、菲利普斯的进攻型中场，基本上
可以排出两套主力阵容，实力绝对不容小
觑。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英格兰不费
吹灰之力大胜伊朗，所以此役英格兰倘若
能够再取3分，基本就能提前锁定出线名
额了。

本届世界杯首战，美国队在几乎全场
领先的情况下，在最后阶段被威尔士队贝
尔的点球扳平了比分，到手的3分就此痛
失，由此可以看出球队主教练贝尔哈特首
次带队出战世界杯，还是存在大赛经验不
足的问题。

交战纪录
两队历史上一共交手11次，英格兰赢

了其中8次。两队上一次交手是在2018
年，英格兰3：0胜出，进球队员分别是卡鲁
姆·威尔逊、林加德和阿诺德。

比赛预测
英格兰队目前阵容齐整，球队

实力很强，三条线都有非常出色的
球员，而且阵中大部分主力都是活
力充沛的年轻小将，此战美
国，作为英格兰确定小组出

线的关键之战，求胜欲望更为强烈，整体
走势偏好“三狮军团”一方，此战英格兰再
胜几率很大。

突尼斯VS澳大利亚

●11月26日18:00
●贾努布球场

突尼斯首轮与丹麦0:0打平，澳大利
亚首轮1:4大败，澳大利亚小组垫底，想要
岀线，就必须拿下本场比赛，而突尼斯本
场也必须取胜，下轮面对法国保平，才有
机会晋级。队中斯希里效力于德甲科隆
队，他攻守兼备，奔跑和对抗能力强，视野
开阔。老将哈兹里已经为突尼斯国家队
出战71次，打入24球，截至目前是突尼斯
队历史第二射手。另一名老将姆萨克尼
多年征战卡塔尔联赛，本届世界杯可谓

“半个主场”。
首战对战丹麦，突尼斯排岀 343 阵

型，主打防守反击，控球率达到 40%。
全队首发身价只有6240万欧元，但是依
靠跑动和近身拼抢，对抗首发身价 3.5
亿欧元的丹麦队，场面丝毫不落下风。

首场面对法国队，澳大利亚排岀4123
的对攻阵型，后改为532，开场8分钟就梦
幻般地由莱基助攻，古德温打进1球，随后
被法国队扳平，以后整场就非常被动，最
终1:4大败。本场比赛澳大利亚后防漏洞
较大，突尼斯或有机可乘。

交战纪录
两队历史上两次交锋，各自赢下一

场，赢球的一方均完成零封。

比赛预测
本场比赛双方都输不起，澳大利亚输

球则提前出局，而突尼斯一旦输球最后一
轮就要死磕卫冕冠军法国。面对在世界
杯上胜率较低的突尼斯，澳大利亚能否将
出线悬念保留呢？

波兰VS沙特阿拉伯

●11月26日21:00
●教育城体育场

沙特队上一次小组赛出线还得追溯
到1994年，那也是沙特队史唯一一次晋
级世界杯16强，在连续缺席2010和2014
世界杯之后，沙特在上届世界杯重返决赛
圈，但在揭幕战以0∶5惨败于东道主俄罗
斯，最终1胜2负排名小组第三。

本届世界杯首战面对阿根廷拿下关
键3分后，沙特若能在与波兰、墨西哥的比
赛中继续延续火热状态，有望继1994年
后再度小组出线，创造新的历史。

波兰队前锋莱万是球队进攻的希望，
布克萨和米利克在预选赛各有5球进账，
帮助莱万分担了不少进攻重任。波兰队
在近20场比赛中只有两场未能取得进球，
其强大进攻火力可见一斑。

交战纪录
双方没有交手纪录。
比赛预测
沙特队虽然首战爆出大冷，但与波兰

队相比，经验和实力略显不足，而且面对
出线在望的形势，沙特能否扛住心理压力
将是本场关键。 （新体）

1060次传球，998次成功，这是
23日晚卡塔尔世界杯西班牙队七球
狂扫哥斯达黎加队比赛中恐怖的传
球数据。经此一役，“西千传”名号叫
响世界足坛。

整场比赛常规时间90分钟，加
上上半时6分钟和下半时9分钟的
补时，总共105分钟的比赛时间里传
球1060次，“斗牛士军团”平均每分
钟传球超过10次，在一场世界杯比
赛中实属罕见。而他们的传球平均

59次转化为一次射门，西班牙队共
完成17脚射门，7次射正，全部收获
进球。

这是让对手哥斯达黎加队窒息
的一场比赛，他们成功传球仅 166
次，不足西班牙的六分之一，更为难
堪的是，哥斯达黎加队全场没有一脚
射门，攻入对方球门30米范围内的
次数仅有寥寥7次。

视觉上，整场比赛西班牙队行云
流水，球员之间的连接如巧克力般丝

滑，他们高频而密集的传导在球场上
织出一张移动的大网，将哥斯达黎加
队牢牢罩住。

听觉上，皮球在球鞋之间来回碰
撞，并不凌乱嘈杂，却似探戈舞鼓点，
齐整而有力，正是西班牙队将整场比
赛的节奏掌控在脚下的明证。

此夜，当西班牙老歌“Mi gran
noche”七次在阿图玛玛球场上空响
起，tiki-taka梦回巅峰。

新华社多哈11月23日电

西班牙传控施“魔法” 哥斯达黎加被“催眠”

“西千传”叫响世界足坛

荷兰队球员德佩（右）与塞内加
尔队球员盖耶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老帅范加尔

□黄亮文

五星巴西群星璀璨，塞尔维亚猛
将如云，与这样两个对手分在一起，估
计喀麦隆与瑞士的主帅赛前就已经心
中有数：要想在这个小组里突围，必须
拿下首战的胜利，才有机会静待幸运
女神的眷顾。首战若握手言和，对双
方而言都意味着失败。因此，笔者在
赛前就猜测瑞士与喀麦隆的对撼，将
是一场不会出现平局的搏杀，不是你
死，便是我亡。

战局果然如同笔者的预估，在上
半场就形成了互不相让的对攻态势。
四年前闪耀俄罗斯的双子星扎卡与沙
奇里频繁连线。只可惜，瑞士队在禁
区前沿有太多非受迫性失误，难以形
成有威胁的攻势。而“非洲雄狮”在拜
仁球星舒波·莫廷的引领下，攻势犹如
水银泻地，接连形成有威胁的射门，瑞
士队的防线岌岌可危，若非门将索默
表现神勇，“非洲雄狮”早早就接管了
比赛。

就在所有球迷都为瑞士捏一把汗
的时候，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沙奇里
一次下底传中，就在喀麦隆的防线上
撕出一个口子，埋伏在小禁区前沿的
恩博洛爆射破门。

场面占绝对优势之下被对手偷袭
得手，喀麦隆的士气严重受挫。主帅
里戈贝特·宋马上调兵遣将试图扳平
比分，但扎卡与沙奇里手术刀式的传
球，令喀麦隆的防线十分吃紧，世预赛
将豪门意大利挡在世界杯之外的瑞士
队，逐渐抢回了场面上的主动。

按说，这场双方都必须争胜的
比赛，接下来的剧本应该是喀麦隆
吹响反击集结号，以赌博式的抢攻
挽回颓势。出乎意料的是，作为比
分落后的一方，喀麦隆在下半场的
后半段居然慢条斯理地在后场倒
脚，守门员引球出击到中圈附近，也
无法提振起球员往前压迫的主动意
愿。即使是进入补时阶段，喀麦隆
也丝毫没有反扑的斗志。曾经的

“非洲雄狮”仿佛已经沉睡，化身为
一只温水下的青蛙，默默等待沸水
的煎熬，以令人疑惑的方式输掉比
赛。到底是体能耗尽的无能为力，
还是有其他原因的自我放弃？成为
开赛至今第一个不解之谜。

米拉大叔时代那头绿衣红裤的
“非洲雄狮”，在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五
个比赛日，收获了一场憾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