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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世界杯是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但在不少
真球迷看来，世界杯舞台上的球
员，更代表了所在俱乐部的质
量。在半决赛开始之前，我们就
简单盘点一下：各大俱乐部豪门，
还剩多少球员在征战世界杯？

热刺的强势
由于阵中有多位球星

效力于英超豪门，且均为
主力球员，所以比利时队

常被人称为“英超一队”。
而本届世界杯奉行“快乐足球”
的三狮军团，23 名球员全部来
自本土的英超联赛。

当“英超一队”、“英超二
队”齐聚四强，英超成为最大赢
家也是理所当然的。

世界杯四强球队大名单中
共有 92 名球员，英超球员多达
41 人，占比接近 45%。而这其
中，贡献最多的竟是托特纳姆
热刺。

四强球队阵中有9名热刺球
员，分别是：法国队门将洛里，比
利时队的维尔通亨、阿尔德韦雷
尔德、穆萨·登贝莱，英格兰队的
凯恩、特里皮尔、阿里、戴尔、罗
斯。

更值得注意的是，四支球
队的三个队长都与热刺有关，
英格兰队长凯恩和法国队长洛
里都是热刺球员，克罗地亚队
长莫德里奇则是从热刺走出的
巨星。

此外，热刺球员已在本届世
界杯打入11个进球，成为本届世
界杯贡献进球最多的俱乐部。
其中哈里·凯恩更是以6球领跑
世界杯射手榜。

阿森纳只剩一人
英超冠军曼城队此次世界

杯贡献了 16 名球员，为单届世
界杯之最。尽管大卫·席尔瓦、
京多安、阿圭罗、热苏斯们已经
回家了，四强之中仍然还有7名
曼城球员：法国队的门迪；比利
时队的“大腿”德布劳内、孔帕
尼；英格兰队的德尔夫、沃克、
斯通斯，当然还有“快乐足球代
言人”斯特林。

同样还有7人的是“红魔”曼
联：法国队的博格巴；比利时的卢
卡库、费莱尼；英格兰队的拉什福
德、林加德、阿什利杨、琼斯。

切尔西也仍然还有 6 名球
员：法国队的吉鲁、坎特，比利

时队的阿扎尔、库尔图瓦，英格
兰队的奇克、卡希尔。

欧冠亚军利物浦也留下 4
人：比利时的米尼奥莱，克罗地
亚的洛夫伦，英格兰的亨德森、
阿诺德。

这其中，阿森纳很尴尬。
厄齐尔、埃尔内尼、伊沃比

小组赛后先行一步回家，紧接
着是瑞士队的扎卡和利希施泰
纳。好在英格兰阵中还有“大
英帝星”维尔贝克，尽管他仅在
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中替补登
场11分钟……

皇马“失血”最多
欧冠三连冠霸主皇马为世

界杯贡献了 15 名国脚，迄今为
止却被淘汰了 12 人，可以说是
失血最多的豪门。

克罗斯、纳瓦斯折戟于小
组赛，C罗和西班牙阵中的6位
皇马球员止步16强，马塞洛、卡
塞米罗随巴西队止步8强。

现在，法国队的瓦拉内，克
罗地亚的莫德里奇、科瓦契奇成
为了四强中仅存的 3 名皇马球
员。

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有趣
的现象：八个小组都能看到巴
塞罗那球员的身影。

虽然梅西、苏牙、库蒂尼奥
都没能坚持到现在，但还有法
国队的登贝莱、乌姆蒂蒂，比利
时的维尔马伦，克罗地亚的拉
基蒂奇。可以说，巴萨球员确
保有人进入决赛。

人见“仁”欺、惨绝“仁”寰
小组赛首轮，德国队、波兰

队、哥伦比亚均爆冷输球，由于
三支球队拥有不少拜仁球员，
网友们戏称这是人见“仁”欺、
惨绝“仁”寰的“仁”间惨剧。

更加不幸的是，卫冕冠军
德国队小组赛出局，也让诺伊
尔、胡梅尔斯、博阿滕、基米希、
穆勒早早地结束了世界杯征
程。好在法国队阵中还有拜仁
中场托利索，他现在成为了全
村“仁”的唯一希望。

中超还剩两将
而相比较欧洲各大豪门，

中超球队中也还暗藏惊喜。
四强球队中，比利时阵中还

有效力于大连一方的卡拉斯科、
天津权健的维特塞尔两位中超
球员。现在，中超选手夺得世界
杯冠军也许并不是天方夜谭。

俱乐部豪门俱乐部豪门

世界世界杯最大赢家是谁杯最大赢家是谁？？

新华社洛杉矶7月9日电
洛杉矶湖人队 9 日宣布，勒布
朗·詹姆斯正式加盟球队，双方
签署了一份 4 年 1.53 亿美元的
合同。

湖人队在社交网站上发布
了第一张关于詹姆斯的海报。
湖人队运营总裁魔术师约翰逊
称詹姆斯是“世界最佳”。

“詹姆斯乐于竞争，有出色
的领导力，能够带领球队取胜，

也能帮助队友大放异彩，我们
欢迎3次美职篮总冠军获得者、
4 届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詹姆
斯的到来。”约翰逊说，“这将是
湖人重返季后赛和总决赛路上
迈出的重要一步。”

湖人队已经连续五个赛季
无缘季后赛，而在之前的八个
赛季中（分别效力于热火队和
骑士队）詹姆斯均打入总决赛，
夺得了三座总冠军奖杯。

新一轮绿茵革命即将到来新一轮绿茵革命即将到来？？

詹姆斯正式签约湖人詹姆斯正式签约湖人
4年期合同1.53亿美元

凯恩在本
次世界杯上屡
次头球建功。

攻 守 兼 备攻 守 兼 备
的克罗地亚队的克罗地亚队
绝不是一个人绝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在战斗。。

法 国
队打反击时
姆巴佩的速
度惊人。

法 国
队 的 强 力
中锋吉鲁。

本报综合消息 俄罗斯世界杯8强战罢，英格兰、法
国、比利时、克罗地亚四强归位。纵观历届世界杯，最终
的王者总会开创或引领新的一轮足球战术潮流。如同
俄罗斯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天之内能让人感受春夏秋冬
一样。从本届世界杯开打至今的实战来看，国际足坛的
战术潮流也正经历一场“春夏秋冬”般的流变。本届世
界杯谁能问鼎莫斯科，或许正是深得当今足球战术最前
沿变化之精髓者！

““无锋无锋””打法式微打法式微
中锋们迎来新中锋们迎来新““春天春天””

自从2010年西班牙队在南非世界杯称王后，“无锋
阵”曾风靡一时。无论荷兰、德国、英格兰，还是葡萄牙、
法国、意大利，均在过去8年来的重要洲际大赛使用过
这个打法。纵观2012年、2016年两届欧洲杯和2014年
的世界杯，正印中锋球员的得分率并不高，甚至最佳射
手往往出自中场和边锋球员。

其实，西班牙当初使用“无锋阵”也是无奈之举，一
方面是要配合他们的传控战术，另一方面且刚好碰上锋
线人才缺乏。如果把“无锋阵”当做潮流生搬硬套，那必
然是画虎类犬适得其反。本届世界杯，“中锋战术”得到
复兴，像德国、阿根廷、葡萄牙这些缺乏强力中锋的球队
都走不远。强如巴西，由于中锋位置的菲尔米诺未得到
更多机会，最终还是大热倒灶。

无论是打快速反击，还是打高空轰炸，各队的中锋
支点作用都显得异常重要。纵观目前打进四强的球队，
各自阵中都具备赫赫有名的强力中锋：法国的吉鲁、英
格兰的凯恩、克罗地亚的曼祖基奇、比利时的卢卡库。
其中，手执6个进球的凯恩和打进4球的卢卡库，还是目
前世界杯金靴奖的直接竞争者。即使遗憾出局的俄罗
斯，这次他们的高中锋久巴也一战成名。

““运动战运动战””得分减少得分减少
定位球头球的定位球头球的““盛夏盛夏””

俄罗斯虽然被淘汰出局，但他们在对克罗地亚
一战中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堪称本届世界杯的佳作：
切里舍夫与队友的连续传切配合，最后在禁区外轰
出一脚世界波。

只可惜，这种精彩的进球场面在本届世界杯上并不
多见。1/4决赛的四场比赛全部11个进球中，只有格列
兹曼、德布劳内和切里舍夫的三个进球是用脚攻进的，
而且还都是禁区外的远射。其他的进球，有7个是头球
进球，而且大多数都是通过定位球打进的。事实上本届
世界杯上，定位球战术成为各队的重点，目前通过定位
球取得的进球总数已经达到64个，占了目前全部打进
的157个进球中的40%，成为世界杯改制32强以来最多
的一届。

英格兰队堪称定位球战术的佼佼者。从小组赛至
今5场比赛下来，三狮军团一共打进11个进球，有8个
是定位球（3个点球）得分，其中有6个进球是直接或间
接来自角球。据悉英国媒体透露，英格兰队的主帅索斯
盖特对定位球战术研究很透，安排了多种变化，他为此
甚至两次前往NFL的“超级碗”现场，也曾造访NBA明
尼苏达森林狼队，目的就是借鉴美式足球和篮球中的一
些战术，改良应用到自己的定位球实战中。英格兰队这
次打破魔咒，赢得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点球大
战也得益于此。

本届世界杯8场1/8对决，有6场是“以高胜矮”。4
场1/4对决，有3场是“以高胜矮”。4强队伍的平均身
高达到 182.8 厘米，比 32 强的平均身高高出 1 厘米以
上。目前一共打进了 31 个头球，占到总进球数的
20%。小组赛48场，头球破门在所有非乌龙进球中所占
的比例是15.9%。而到了1/8决赛，这个
数字上升到 26.1%。可见，定位球战术
尤其是头球能力将在最后4场生死战
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唯快不破唯快不破””是真谛是真谛
传控足球面临萧瑟传控足球面临萧瑟““深秋深秋”？”？

过去 8 年，西班牙引领的
“传控”打法基本主导了世界
足坛。包括以硬派整体踢
法为标签的德国队，居然
也在勒夫的改造下玩起
了“传控流”。当然，随
着球员归化潮流的兴
起，目前不少国家
都因为球员的

“转基因”而
不得不放弃
传统的战术
特 点 。 但 毫
无疑问，一国足球如果
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盲
目追求“国际潮流”，最终
只能走入歧途。

德国的例子已经无
需多讲，此外，本届世界杯上
西班牙、阿根廷、巴西等擅长传
控踢法的球队都走不远。因
此，外界所谓“传控足球已
死”的呼声高涨。

以西班牙为例，他们是
本届世界杯上传球次数最多的一
队。但无奈的是，西班牙队在
本届世界杯的4场比赛上，更多
是表现出速度慢、威胁小的横传
球，而非快速、向前有威胁的直
塞球。这样的“散步式”传控，
哪怕次数再多、时间再长也不
可能转化为进攻机会和得分。

事实上，任何战术都没有
过时与否的定义，只能因人而
异。国足主帅里皮在点评西班
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时
就一针见血地认为：“不是西
班牙的传控战术不行，而是没
有发挥这种战术真正威力的球
员。”西班牙、阿根廷、德国、巴
西等注重传控的球队这次成绩
都不如人意，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被身体强壮和注重快速的
对手克制。

一个球星哪够用一个球星哪够用
““单核单核””彻底走向彻底走向““寒冬寒冬”？”？

本届世界杯的战术其实并
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高位逼抢+铁血防守+快速反
击”基本成为32强统帅们的主流价值观，尤其在弱队碰
到强队的时候。如今的比赛，时间和空间都被如此严重
压缩，任何一支球队还想依靠一个超级球星打天下绝无
可能，没有多个实力球星搞组合根本走不远。

梅西、C罗的例子不用再说，乌拉圭少了卡瓦尼也立
即哑火。即使只是少了一个卡塞米罗，巴西也立即陷入困
境。反观如今的四强球队：法国前场多点开花、三个前锋
有身体、有速度、有射术；比利时的阿扎尔+德布劳内双核
闪耀；英格兰也不只是依靠凯恩一杆枪；克罗地亚有莫德
里奇+拉基蒂奇这样的“皇马+巴萨”中场组合，攻守兼备。
其实即使是毫无星味的瑞典队，他们靠整体的战术能打
进8强也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