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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球： 耶迪纳克（澳大利亚）、莫德里奇（克罗地
亚）、库蒂尼奥（巴西）、穆萨（尼日利亚）、
阿扎尔（比利时）、斯通斯（英格兰）、苏亚
雷斯（乌拉圭）、萨拉赫（埃及）、格兰奎斯
特（瑞典）、孙兴慜（韩国）、哈兹里（突尼
斯）、阿圭罗（阿根廷）、内马尔（巴西）、乾
贵士（日本）

3球： 科斯塔（西班牙）、姆巴佩（法国）、卡瓦尼
（乌拉圭）、久巴（俄罗斯）、米纳（哥伦比
亚）、格列兹曼（法国）

4球： C罗（葡萄牙）、卢卡库（比利时）、切里
舍夫（俄罗斯）

6球： 凯恩（英格兰）

昨昨 日战报日战报
法国1：0比利时

新华社圣彼得堡7月10日电 (记
者刘宁 吴书光)10 日，圣彼得堡体育
场，在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中，依靠后
卫乌姆蒂蒂下半场的一个头球，法国队
笑到了最后，他们以 1：0 淘汰了比利
时，时隔12年后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

20 年前，法国队在本土举行的
1998年世界杯上第一次夺得冠军。这
次杀入决赛，“高卢雄鸡”距离再次捧杯
仅一步之遥。

本届世界杯，法国队青春无敌，群
星闪耀！

“高卢雄鸡”是本届世界杯中第二
年轻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 26 岁零 10
天。10.8 亿欧元，是世界杯赛前《转会
市场》对法国队总身价的预估，这一数
字排在32强的第一位。

如果说球星是夺取大力神杯重
要因素的话，法国队无疑是四强队伍
中最有冠军相的。战澳大利亚博格
巴如有神助，遇秘鲁吉鲁表现抢眼，
对阵阿根廷姆巴佩横空出世，淘汰乌
拉圭瓦拉内灵光乍现、格列兹曼展现
霸气风范。

法国队无疑有一个强大的整体。
对阵比利时，吉鲁多次错过得分良机，
两队缠斗半场无果后，乌姆蒂蒂站了出
来，第 51 分钟门前抢点，头槌破门，攻
入制胜一球，将“高卢雄鸡”送入决赛。

这是法国队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
后再次进军决赛，也是法国队 20 年内
第三次杀入世界杯决赛。他们也成为
近20年打进决赛频率最高的球队。

面对“欧洲红魔”，法国队本场整体
表现更胜一筹。尽管在控球上，比利时
队以60%占有优势，但法国队创造了更
多门前机会。“高卢雄鸡”19 次射门，5
次射正。而“欧洲红魔”仅有9次射门，
3次射正。

对法国队来说，每一代球员都有他
们独特的赛前仪式。1998年世界杯上，
队员们亲吻着门将巴特兹的光头，举起
大力神杯。

来到俄罗斯，抚摸后卫拉米的胡子
成为“高卢雄鸡”祈福的动作。到目前
为止，这一动作十分奏效，法国队在 6
场比赛中未尝败绩。

7月15日，法国队将在莫斯科卢日
尼基体育场里迎战英格兰队与克罗地
亚队之间的胜者。

决赛前，相信“高卢雄鸡”的队员们
一定不会忘记再去抚摸拉米的胡子。

高卢雄鸡距再次捧杯一步之遥高卢雄鸡距再次捧杯一步之遥

新华社圣彼得堡 7月 10日电
（记者吴书光 刘宁）俄罗斯世界杯
10 日进行的半决赛中，法国 1：0 击
败比利时，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
赛。对于比赛中采取的防守反击战
术，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说：“（半决
赛对阵比利时）需要实用主义，是
时候现实点了。”

这场比赛，法国后卫乌姆蒂蒂
头球打进唯一进球。双方教练都认
为定位球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
素。德尚说：“比利时队很强，这时
候是要现实一点。如果射门更精确
的话，我们会进更多球。”

1998 年，法国第一次夺得世界
杯冠军。这是他们第三次晋级决
赛，新闻报道说整个法国都在庆
祝。德尚说，已经看到了法国人民
的庆祝，上次夺冠回忆很甜美，但最
重要的是决赛来了。两年前的欧锦
赛决赛失利很痛苦，“虽然欧锦赛没

有夺冠，但他们一直支持我们，想给
他们更多欢乐”。

问及与1998年时的感受有何不
同，德尚说，很显然不一样，他那时
是球员现在是教练，如今看到球员，
他为他们高兴，非常骄傲。可能现
在说夺冠有点早，但他们有可能成
为冠军。

德尚还说：“没有人能抹去我们
那一代的印记，但我们不能活在过
去，那属于很多法国人，但我不能给
球员谈那些，我们要书写新纪录。”

1998 年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
后卫图拉姆打进两粒进球助球队逆
转取胜，决赛他们力克巴西夺冠。
德尚说，相同的处境的确会引发很
多类比，要感谢球员们，他们是主
角，还有四天准备时间，也可以与家
人好好庆祝。

法国的决赛对手将在英格兰和
克罗地亚间产生。

德尚：

到了需要实用主义的时候了到了需要实用主义的时候了

本报综合消息 本届世界杯，法国队最大的发
现是19岁的姆巴佩，他的速度、突破及处理球的能
力，让人不禁想起巴西球星罗纳尔多。但在1/4决
赛和半决赛上，姆巴佩的表现都不够出彩儿，他更
多地把精力放在了秀球技上，并且连续两场引发了
对阵双方的摩擦。

与乌拉圭队的1/4决赛下半场，姆巴佩在对方
半场用一个花哨的传球动作将球分给队友，随后与
对方老将罗德里格斯发生了身体接触，紧接着痛苦
倒地。姆巴佩的这一行为招致乌拉圭队球员的强
烈不满，他们马上冲上去围住姆巴佩，质问他为什
么要演得如此夸张。这也导致双方球员产生了不
小的冲突。当值主裁判也认为姆巴佩有假摔嫌疑
并且引发了冲突，向其出示黄牌。

本场与比利时队的半决赛，法国队踢得更加务
实，全场控球率只有40%。在乌姆蒂蒂打破僵局后，
他们只想把1：0的比分守到终场。伤停补时阶段，
比利时队获得后场界外球，姆巴佩故意将球抛远，
并强行带球进入场地，希望拖延一下时间。此举立
刻引起比利时队的不满，主裁判又给了姆巴佩一张
黄牌。

尽管连续两场“染黄”，但姆巴佩对这一切不太
在乎。赛后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我现在找不到话
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这简直
难以想象！即使在梦里，
我都不敢想象能像今
天一样（闯进世界
杯决赛），所以
我是一个巨
大 的 梦 想
家。”姆巴
佩 实 话 实
说，“只要
能 帮 助 球
队，我可以
用 任 何 方
式 。 我 不
在 乎 自 己
能 不 能 拿
金球奖，我
只 想 为 球
队 夺 得 世
界杯！”

姆巴姆巴佩佩““染黄染黄””无所谓无所谓
我只想帮球队夺得世界杯

“我们今天防守得很顽强，并且通过
定位球得分，这感觉和在马竞有点像。”

法国淘汰比利时闯入决赛之后，来
自马德里竞技的前锋格列兹曼如此表
示。作为欧洲拉丁派的代表，全队身价
超过10.8亿欧元的“最贵球队”一路走
来，靠的就是防守反击，主教练德尚为
此还颇受诟病；但事实证明，稳固的防
守和犀利反击正是其最有效的制胜法
宝，是嚼碎对手的恐怖獠牙。

11 日晨，法国
在开场发动两次快
攻之后，全队随即
退回半场布阵防守
并伺机反击，有意
识地将中场控球权拱手相让。法国全
场控球率仅 40%，传球成功率也仅为
84%，都少于对手。然而，比利时前锋
卢卡库陷入法国人的重围；阿扎尔 10
次成功突破，却始终无法撕开法国的防
线，因为“一山放过一山拦”；德布劳内
全场竟然没一次成功的直塞传球，助攻
王也只能劳而无功。德尚看似有些消
极的防守反击打法，抑制对方阵中三位
最具威胁的主要人物却十分成功。

更重要的是，双方上半时的射门之
比为11：3，场面处于劣势的法国近4倍
于比利时，进攻的效率无疑高得多。阿
扎尔赛后说出与格列兹曼相似的看法：

“法国在德尚任内踢的一直是同一种足
球：好好防守，然后伺机打反击。可是
这种踢法奏效了，因为他们的效率很
高。”比利时主教练马丁内斯也认为：

“法国那个进球有一些运气。如果我们
先进球，法国就会攻出来，这样会给我

们更多的空间。”马丁内斯此话不假，可
是场面处于劣势的一方获得21次定位
球的机会，比自己多了 9 次；因而乌姆
蒂蒂凭借角球机会破门，是否偶然中有
必然？

俄罗斯世界杯至今射入158球，其
中定位球破门多达69球，包括26个角
球、22个点球、13个间接任意球、6个直
接任意球和 2 个边线球。进入淘汰赛
后的36个进球中，竟然有16个球来自定

位球，比例高达 44.4%，可见把握定位
球机会破门已成为潮流。法国的踢法
高效，而且还顺应潮流，因而赢球也就
顺理成章，而这一切的基础是稳固的
防守。

难怪德尚赛后坦言：“今天我们的防
守做得不错，唯一的进球也是后卫打进
的。”有趣的是，法国后卫帕瓦尔德、瓦拉
内和乌姆蒂
蒂都收获进

球，与 1998
年世界杯登
顶时后卫利
扎拉祖、布
兰科和图拉
姆有惊人的
巧合，这是
否预示着什
么？本报综
合消息

防反防反，，德尚的制胜法宝德尚的制胜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