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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爆冷，巴西队赛前誓言夺冠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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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3 日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毫不避讳地喊出夺冠口号。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球队的状态比
我此前参加的几届世界杯都更好。” 巴西
队队长蒂亚戈·席尔瓦说，“希望巴西队

的球迷能对我们有信心， 我毫不怀疑我
们会踢出一届伟大的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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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球队压力和
年轻球员心态的提问时，席尔瓦表示，球
队目前氛围非常好， 年轻球员和老球员
建立起了很好的联系。“
虽然有些球员第

一次参加世界杯，比如维尼修斯、罗德里
戈，他们已经经历过伟大的欧冠比赛，并
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他们会让内马尔
更自在，为他分担责任并腾出空间。 一个
准备更充分的内马尔来了， 我们必须充
分发挥内马尔的作用。 ”
巴西队主教练蒂特则谈到了阿根廷
队爆冷输球，他说：“这值得反思，我们需

要尊重对手，没有什么无敌的球队。 生活
总归有压力，但生活也会归于平静。 有梦
想是好事， 我们梦想能有一届伟大的比
赛并成为冠军。 ”
此外， 蒂特表示巴西队会在进球后
跳舞：“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我们表
达快乐的方式。 我们尊重别人的文化，我
们也尊重自己。 ”

日本逆转德国 西班牙 7球狂胜
日本队 23 日在一球落后的情
况下逆转德国队，在“死亡之组”
抢得先机；同在 E 组的西班牙队以
7：0 大胜哥斯达黎加队， 显示出夺
冠热门的真容。
日本队的胜利几乎是前一天
沙特队击败阿根廷队的翻版。 德国
队上半时占据优势，第 31 分钟，劳
姆禁区内得球被日本队守门员权
田修一放倒，京多安主罚点球一蹴
而就。
下半时开始德国
队仍然占优， 连续的
进攻迫使权田修一做
出精彩四连 扑 。 此
后，日本队主帅森
保一派上在德甲
效力的堂安律和
浅野拓磨， 前者在第

75 分钟补射入网， 后者在第 83 分
钟接后场长传突入禁区小角度射
门得手。
森保一赛后称赞这是一场“
历
史性的胜利” ， 德国队主教练弗利
克表示遭受了一场 “令人失望、痛
苦的” 失利。
西班牙队的 7 球大胜创下了
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场进球
纪录， 这也是开赛以来的最大分
差。 “
斗牛士军团” 彻底压制对手，
他们完成了超过 1000 次传球，哥
斯达黎加队则尴尬地未完成一脚
射门。 18 岁的西班牙小将加维闪
耀全场，他不仅打进一球，成为西
班牙队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
者，也成为本场最佳球员。
第 11 分钟， 奥尔莫率先
破门，攻入西班牙队在世界杯

上的第 100 粒进球。 10 分钟后，阿
森西奥抽射破网。 不久后，费兰·托
雷斯利用点球再下一城。 下半场，
托雷斯攻入个人第二粒进球。 加维
和替补登场的索莱尔、莫拉塔先后
建功，将比分定格在 7：0。
当天还进行了 F 组的两场比
赛，莫德里奇领衔的上届世界杯亚
军克罗地亚队与摩洛哥队 0：0 握
手言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三场
没有进球的比赛；比利时队对阵 36
年来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加拿大队，
未能展示出世界排名第二的球队
应有的实力。 加拿大队第 8 分钟获
得一个点球机会，但戴维斯主罚的
点球被门将库尔图瓦扑住。 比利时
队前锋巴舒亚伊上半场结束前打
入了全场唯一进球。

日本队主帅森保一
“
‘
以德制德’ ” 终修正果
日本队 23 日在卡塔尔世界
杯小组赛中 2：1 逆转战胜德国
队。 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说，日本
从德国足球学到很多东西，对德
国足球充满尊敬和感谢。
当森保一赛后步入新闻发
布会场时， 场内响起一片掌声。
“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 德国
可以说是日本足球之父，包括帮
助日本队在墨西哥奥运会上获
得铜牌的克拉默等德国教练在
内，为日本足球发展作出了很大
贡献。 不过，我们想赢这一点没
有改变。 ” 森保一说。
日本队中有 7 人效力于德
甲，1 人效力于德乙， 被球迷戏
称为“
半支德国队” 。 斯图加特
的远藤航和法兰克福的镰田大
地在德国是知名度很高的球员。

德国队主帅弗利克
“
我们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远藤航更是被德国队主帅弗
利克盛赞为德甲近几年最好
的中场球员之一。
“
我们相信德国联赛对日本
足球发展作出的贡献，帮助我们
进步， 对此我们充满尊敬和感
激。 但不管对手是谁，我们要的
是胜利。 日本会继续向德国学
习，向世界上所有优秀的球队学
习。 ” 森保一说。
日本队下一个对手是哥斯
达黎加队，森保一说：“这（逆转
获胜）只是第一场，不应
喜出望外，我们要瞄准
下一次胜利。 ”

德国队在
卡塔尔世界杯
首场小组赛中
1：2 不敌日本
队。 德国队主
教练弗利克在赛后
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这是一场令人失
望、痛苦的失利，德国队犯了
不该在世界杯上犯的错误。
弗利克说：“上半时我
们控球率占到 7 成， 并保持
1：0 领先， 下半时也有一些
机会。 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但犯了太多错误。 我不想为
这些错误找任何借口。 日本
队在进攻效率上碾压我们，
我们的后防线表现不理想，
全队整体几乎没有效率。 ”
弗利克表示接下来他将
帮助球员调整情绪， 准备与
西班牙队的比赛。 “西班牙
是完全不同的球队， 我们要
做出改变。 现在确实面临很
大压力， 但这就是我们的责
任。 在世界杯赛场我们必须
变得更具攻击性， 现在必须
要行动起来了。 ”
全版图文据新华社

没巨星的西班牙 最流畅的足球
老将布斯克茨领衔的西班牙队，虽
没有吸引眼球的巨星，但首发阵容有 3 位
“
00 后” 新星与队友们构成了巴萨体系，
这使得恩里克的球队不仅踢出了卡塔尔
世界杯开赛至今分差最大的一场胜利，更
展现出“斗牛士” 传承多年的 DNA——
—
超出对手一截的思考、赏心悦目的传控和
自由流动的足球。
在 23 日与哥斯达黎加队的交锋中，
西班牙队的 433 体系令人眼前一亮，堪称
“
英超 + 西甲” 球员的强强结合。
擅打防守型中场的罗德里改打中后
卫， 与曼城队友拉波尔特组成防线中枢。

全队唯一的南非世界杯冠军队成员、34 岁
的布斯克茨，与 18 岁的加维和 19 岁的佩
德里组成中场搭档， 他们与 22 岁的边锋
费兰·托雷斯以及左后卫阿尔巴， 全部来
自巴萨俱乐部，是“斗牛士军团” 组织和
进攻体系的关键。
回顾 7 个进球不难发现，西班牙队流
畅的不间断传球以及一段时间的一脚出
球，之所以成功率高，有以下共性：
球员们在接应前已经想好了下一步，
且在不停思考如何跑位和寻找空间； 他
们的停球和接球，展现出了球如同黏在脚
上的细腻球感， 使随后技术动作一气呵

成，脚下速率快于对手；局部总能形成 3-4
人的配合优势，形成不间断短传甚至高难
度的一脚出球来撕开对手防线，且总有一
人处于稍远端无人盯防的位置，便于没有
空当时转移，保护球权。
基于此， 西班牙全场传球高达 1060
次，比对手多出了 800 多次。
虽然没有巨星，但西班牙队用这场大
胜已展现出基于个人出色技术的整体传
控足球的魅力和威力。
自从已故的功勋主帅阿拉贡内斯率
队夺得 2008 年欧锦赛冠军以来， 西班牙
“黄金一代” 接着获得了 2010 年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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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12 年欧锦赛冠军。 如今，这支平均年
龄只有 25 岁左右的年轻球队， 虽然大赛
经验欠缺，但得益于西班牙足球一脉相承
的理念、领先世界的青训、个人在欧洲联
赛的磨炼， 已经踢得如同前辈们一样，堪
称绿茵场上“不停的思考者” 和“寻找空
间的大师” 。
诚然， 由于对手的实力不在一个档
次，这场大胜还难以衡量恩里克的球队能
走多远。 接下来，面对背水一战的德国队，
以及技术细腻的日本队，一向是大开
大合、很少退守的西班牙队，将与他 战后
们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令人期待。

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