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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四场比赛仅有阿根廷和委内瑞

拉队一场进了 2 个球，其余比赛在

90分钟内都是 0:0， 不得不靠点球

决胜负，成为美洲杯历史上四分之

一决赛进球最少的一届。

最近一次美洲杯上四分之一

决赛出现三场平局需要罚点球还

是在 1995 年， 但也只有一场 0:0

（美国队与墨西哥队的比赛），另

外两场平局是哥伦比亚队 1:1 平巴

拉圭队、巴西队 2:2平阿根廷队。

如果为今年的球员找一点借

口的话，就不得不提到今年首次全

面使用的 视 频 辅 助 裁 判 系 统

（VAR）。 虽然南美洲足联和 2019

美洲杯组委会在小组赛后对 VAR

的使用表示满意，但在四分之一决

赛中多次成为比赛的 “主角” ，引

起了球员、教练和球迷的不满。

智利队主教练鲁埃达认为

VAR“确实让比赛失去了延续性，

特别是在已经庆祝进球时得到进

球被取消的消息，绝对让球员有挫

败感” 。 而在比赛中因为 VAR 受

益的球队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奎

罗斯也说：“100 年来，就是一个人

在场上， 用 1 秒钟迅速做出决定，

现在却要将比赛停下来然后去看

此前发生的事情。 ”

不过即便这样，在四分之一决

赛中只有 2 个进球被 VAR 裁决后

取消，都是智利队的进球，好在智

利队最终凭借点球晋级；而乌拉圭

队与秘鲁队 3 个被判无效的进球

都是裁判直接做出的决定，VAR

只是予以了确认。 赛后主教练塔瓦

雷斯并没有埋怨 VAR， 而是认为

自己球队越位确实太多了一些。

进球少，当然也归功于各队守

门员的神勇表现。 在四分之一决

赛中， 虽然巴拉圭队被东道主巴

西队点球淘汰， 但他们的守门员

费尔南德斯却连续四场美洲杯的

比赛成为单场最佳球员。 面对强

大的巴西队， 巴拉圭队使用密集

防守的战术， 但后防球员的努力

有时候还需要守门员来把住最后

一关。费尔南德斯让巴西队的球员

也非常认可，威廉在赛后就说：“在

费尔南德斯面前射门很难，我只能

精神更加集中，因为他总是可以判

断出球往哪个方向去。 ”

而巴西队能够在点球大战中取

胜，守门员阿利松功不可没，他扑出

了巴拉圭队第一个点球。 虽然阿利

松此前在这场比赛的举办地阿雷格

里港效力的是比赛球场格雷米奥的

同城“死对头” 国际队，但最终无论

是国际队的球迷还是格雷米奥的球

迷，都高声呼喊他的名字，对他表示

感谢。唯一有进球的阿根廷队，门将

阿尔玛尼表现也很出众。 在小组赛

中他就扑出了巴拉圭球员的点球，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第二个

进球来临之前， 是他阻止了委内瑞

拉队的扳平机会， 为阿根廷队最后

取胜奠定了基础。

南美洲本身就是天才守门员

频出之地，伊基塔、奇拉维特等传

奇门将都出自这块大陆，近年来巴

西的迪达、智利的布拉沃、阿根廷

的罗梅罗也都曾被冠以“门神” 的

称号，不知在本届美洲杯后哪名守

门员又将在足球历史上留名。

经过小组赛后，各队都比较疲

惫， 还有队员因为红牌无法出场，

这就给了新人更多机会。 没有了内

马尔的巴西队前锋线告急，揭幕战

上替补出场的 23 岁“小葱” 埃弗

顿为球队攻入一球，以至于在第二

场小组赛打不开局面时，全场观众

高呼“小葱” ，让主教练蒂特立刻

将他换上，而且从小组赛最后一场

开始到四分之一决赛，“小葱” 埃

弗顿都成了首发。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比赛场地

就是埃弗顿效力的格雷米奥俱乐

部的球场，他只要拿球就是观众呼

声最高的时刻。 “小葱” 也赢得了

欧洲各大俱乐部的关注，据说已经

有俱乐部决定与他签约，他本人已

经对此确认，并表示“到美洲杯结

束后他会公布是哪支球队” 。

阿根廷队与委内瑞拉队的四分

之一决赛中为阿根廷队首先破门

的劳塔罗·马丁内斯还不满 22 岁。

在本届美洲杯上阿根廷队小组赛

惊险出线，原因也是无法将攻势转

为胜势，阿圭罗、迪马利亚状态不

佳，梅西更是被盯死，反而是国际

米兰的年轻前锋劳塔罗上场后非

常活跃，并为本队得分。 赛后他的

评分超过梅西，是队中最高。

劳塔罗·马丁内斯也是在前两场

小组赛中没有出场， 而最后一场小组

赛和四分之一决赛被重用后没有辜负

主教练斯卡洛尼的期望， 为老迈的阿

根廷队带来了新的希望。 据新华社

盘点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随着 29 日巴西萨尔瓦

多新水源球场苏亚雷斯的点

球射失、 乌拉圭队被秘鲁队

淘汰，2019 美洲杯四分之一

决赛结束，巴西、阿根廷、智

利和秘鲁队进入四强。 这 4

场比赛是美洲杯历史上四分

之一决赛进球最少的一次，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年轻球员

逐渐成长， 开始成为国家队

新一代主力。

守门员的较量

小荷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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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报道，今夏自

由球员克雷·汤普森计划在自由球

员市场大门开启之后和勇士队达成

一份 5年 1.9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勇士队已经派出一个管理层

团队去洛杉矶并准备和克雷·汤

普森会面。 沃神报道称勇士队计

划在今年自由球员市场大门开启

之后就给克雷提供一份 5 年 1.9

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汤神和他的团队曾公开表示，

他非常愿意留在勇士队，但是他要

求的是一份 5年全额顶薪合同。

上赛季， 汤神场均得到 21.5

分， 外加 3.8 个篮板和 2.4 次助

攻，三分命中率为 40.2%。

汤神在总决赛不幸左膝盖十

字韧带受伤， 他预计将缺席下赛

季的大部分比赛。

从目前来看， 等到自由球员

市场大门开启之后， 汤神和勇士

队将达成这份 5 年 1.9 亿美元的

顶薪合同， 但是双方必须等到 7

月 7日才能正式签约。

汤神与勇士计划顶薪续约

合同为 5年 1.9亿美元，7月 7日正式签约

■新闻速递

6月 29日，秘鲁队球员在比赛结束后庆祝胜利

汤神

本报综合消息 截至目前，皇马今夏

的疯狂引援已经打破了队史的单个转会

窗引援花费纪录。 随着当地时间周三皇

马官方宣布法国左边后卫门迪以 4800

万欧元加盟， 银河战舰在这个转会窗已

经为 5名球员花掉了 3.03亿欧元。当然，

转会窗才刚刚开启， 今夏皇马的引援花

费也不会停留在这个数字， 接下来博格

巴或者埃里克森等巨星可能的到来定然

会掀起美菱格们更大的疯狂。

此前皇马单个转会窗的引援花费纪

录还要追溯到 2009 年夏窗的 2.54 亿欧

元。 那是弗洛伦蒂诺第二次担任皇马主

席的开始，2009年夏天皇马以 6000 万欧

元引进了卡卡，9400 万欧元破队史转会

纪录引进了 C 罗，3500 万欧元引进了本

泽马，3450万欧元引进了阿隆索，为阿尔

比奥尔支付了 1500 万欧元的转会费，为

内格雷多， 阿韦洛亚和阿丹分别支付了

500 万欧元、400 万欧元和 400 万欧元的

转会费。

今夏转会市场

皇马豪掷 3亿欧元

打破队史纪录

据新华社电 比佛利·2019斯诺克世

界杯 29 日在江苏无锡决出四强， 中国

A、B两队分别击败中国香港队和比利时

队，双双打进四强。

本次比赛共有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 支队伍、48 名选手参赛， 中国队派出

两支队伍参赛，丁俊晖、颜丙涛组成中国

A队，梁文博、周跃龙组成中国 B 队。 经

过小组赛 5 轮的争夺，中国 A、B 两队均

晋级八强。

中国 A 队在 29 日晚迎战中国香港

队，结果比赛完全呈现一边倒局面，丁俊

晖和颜丙涛连下四城， 以 4:0 的悬殊比

分完胜对手。 中国 A队半决赛的对手是

希金斯和马奎尔组成的苏格兰队， 后者

当日 4：3力克威尔士队。

斯诺克世界杯是国际最高规格的斯

诺克团体赛， 中国队已经实现了世界杯

的三连冠。 本次比赛总奖金 80 万美元，

冠军队伍将获得 20万美元。

中国 A、B队打进

斯诺克世界杯四强

选手丁俊晖（左）颜丙涛在比赛中

进球最少，新人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