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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7月26日电（记者严蕾）
日本足协26日决定任命森保一为男足国
家队新任主教练。森保一同时还将继续
担任男足U21国奥队教练，剑指2020年东
京奥运会。

现年 49 岁的森保一曾是足球运动
员，并入选过国家队。2004 年退役后开

始担任教练，曾带领广岛三箭队三次获
得 日 本 职 业 足 球 甲 级 联 赛（J1）冠 军 。
2017 年 10 月，森保一开始担任男足 U21
国奥队教练。在西野朗担任男足国家队
主教练期间，森保一作为教练组成员，为
日本队在俄罗斯世界杯中打入十六强作
出贡献。

新华社巴黎7月25日电（记者苏斌）近
两年大放异彩的法国新星姆巴佩被很多人
认为是未来甚至今年“金球奖”的有力竞争
人选。而在姆巴佩本人心目中，谁又是热
门候选者？至少他选择的五个热门人选里
有他自己，而没有阿根廷球星梅西。

日前在接受创办“金球奖”的《法国足
球》杂志采访时，姆巴佩列举出他心目中的
热门人选，包括他的俱乐部队友内马尔、已
经转会至尤文图斯的克·罗纳尔多（C罗）、
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克罗地亚中场莫德里
奇以及法国后防中坚瓦拉内。

随后姆巴佩又补充了一句：“为了完成它
（这个问题），我想我也会把自己列入其中。”

去年就已崭露头角的姆巴佩在“金球
奖”评选中位列第七，内马尔排名第三。谈
及与内马尔的关系，姆巴佩说：“没有多少
事情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合作与共处，我们
的关系显而易见。”

19岁的姆巴佩在不久前结束的俄罗斯
世界杯上攻入 4 球，帮助法国队时隔 20 年
再夺世界杯冠军，他也毫无争议地当选赛
事最佳新秀。

姆巴佩在跟随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的过程中就与梅西有过正面对决。法国队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4：3淘汰阿根廷，攻入
两球的姆巴佩论个人表现也要胜于对面的
梅西。

而在加盟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首个赛季
里，姆巴佩在44场各项赛事里贡献21球和
15次助攻。

“金球奖”由《法国足球》杂志于1956年
创立。2010年，“金球奖”与国际足联“世界
足球先生”奖项合并为“国际足联金球奖”，
两大奖项又在2016年“分道扬镳”。C罗与
梅西两大巨星在最近十年里保持着对“金
球奖”的垄断。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25日电（记
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队主教练蒂特25日
与巴西足协续签合同，同意执教巴西国家
队至2022年世界杯，薪金不变。

巴西足协2016年聘任蒂特为国家队
主教练，月薪为60万雷亚尔（约合109万
元人民币），在俄罗斯世界杯前蒂特就已
经接受巴西足协继续执教的邀请。他也
是自1978年以来首位世界杯失利后依然
留任的巴西队主教练。

虽然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巴西队表
现优异，但由于俄罗斯世界杯上巴西队在

四分之一决赛中被淘汰，而且头号球星内
马尔与全队的融合度不完美，因而蒂特续
约后薪金没有增加。

从下周起，蒂特将开始新一轮的工
作，8 月份他将召集国家队队员进行集
训，备战 9 月份在美国举行的两场友谊
赛。目前已确定首场友谊赛在9月7日与
东道主美国队对阵，而第二场比赛定在
11日进行，对手可能是萨尔瓦多队。

在蒂特执教的2年中，巴西队的战绩为
20胜4平2负。在卡塔尔世界杯前，蒂特还
将率领巴西队参加在本土举行的美洲杯赛。

新华社巴黎7月25日电（记者苏斌）国
际足联 25 日宣布，经过数百万球迷网络投
票，法国队球员帕瓦在与阿根廷队比赛中奉
献的外脚背抽射得分被评为2018年世界杯
足球赛最佳进球。

俄罗斯世界杯 64 场赛事总共产生了
169 粒进球。据国际足联透露，超过 300 万
球迷通过国际足联官网参与最佳进球奖项
评选，最终22岁的帕瓦踢出的外脚背“世界
波”脱颖而出。

俄罗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
左后卫埃尔南德斯送出传中球，阿根廷队防
守球员未能解围，禁区外的帕瓦顺势用外脚
背踢出一脚弧线球，皮球如出膛炮弹般入
网。此球帮助法国队2：2扳平比分，最终他
们以4：3淘汰阿根廷，之后一路前进直到捧
起冠军奖杯。

“球经过弹地后来到我面前，我甚至来
不及考虑，就想尽量把球的线路压下来，于
是顺着球来的方向完成射门，这也是前锋们
经常告诉我的。”赛后帕瓦在接受国际足联
官网采访时说，“在它入网的时候，我真是太
开心了。”

哥伦比亚球员金特罗在与日本队小组
赛中攻入的贴地任意球在此次评选中排名
第二，位列第三的是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
在与阿根廷队小组赛里完成的远射得分。

帕瓦成为2006年设立世界杯最佳进球
奖项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欧洲球员。2014
年世界杯该奖项归属金靴奖得主、哥伦比亚
球员哈·罗德里格斯，而2006年以及2010年
该奖项得主分别为阿根廷球员罗德里格斯
与乌拉圭射手弗兰。

本报综合消息 台上的佩雷拉满脸愁
容，施密特则从始至终都是笑意盈盈，赛
后新闻发布会上两位主帅之间形成强烈
的反差。2：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却被国
安在第93分钟打入致命一球、进而输掉最
后的点球大战，被淘汰出足协杯四强。上
港究竟败在哪里？或许，最大的差距，就
在主教练这一环节。

这场生死大战，上港原本拥有一个再
完美不过的开局：核心外援胡尔克缺阵之
下，球队反而踢得更加灵活、快速、流畅，
中前场多点开花。上半场于海、蔡慧康先
后进球，让人对上港的晋级形势相当乐
观。

但这一切，在短短的15分钟中场休息
后，发生了巨大转折。2：0领先后的上港，
似乎放弃了进攻，他们全线回收，屯重兵
于后场。进攻不愿投入兵力，反击也不再
坚决，主动权完全被对手掌握。

全面退守的标志之一，是吕文君的替
补上场。这名前场突击的好手，却基本上
被当成了“第二左后卫”在使用，一直在于
海身前协防，基本没越过中线。很显然，
主教练在中场的主要安排就是两个字：守
住。

“我们上半场踢出了求胜欲，这是本
赛季球队表现最好的半场。但两球领先
之后，我们想要保守一些。其实到后面也
是有机会的，可惜没把握住。”赛后，队长
王燊超有些沮丧地对记者说。

2：0是一个优势，但佩雷拉似乎忘记
了，国安其实只需要一个进球就能将比赛
拖入加时。下半场开始后，上港突然放弃
了前45分钟的强势，开始变得踌躇不前，
似乎想用拖延方式耗完接下来的45分钟。

但是要知道，他们的对手可是北京国
安，一支在联赛中排名榜首、且进球最多
的球队。上港在下半场拱手让出中场控
制权，这样的局面对于攻强守弱的国安来
说，进球几乎是迟早的事。

事后，或许佩雷拉会反思，如果要求
球队继续给国安施压，如果能取得第三粒
进球，结局会不会完全不同？

佩雷拉的换人策略，也让人摸不着头
脑。为了给U23球员让路，他换下了外援
艾哈迈多夫和本场比赛的进球功臣于海，
两名经验老道的防守型队员连续下场，为
此后比赛的走势埋下了伏笔。那粒导致
丢球的犯规，恰恰发生在禁区前沿中央的
要害地带。如果艾哈在呢？

对于赛季前雄心勃勃要与恒大掰手
腕的上港来说，在经历了亚冠提前遭到淘
汰、足协杯失利后，他们被迫只能转战最
后一个战线：联赛。而在国安、鲁能、恒大
的强势夹击之下，上港想要完成中超夺冠
的目标也不太容易，甚至连前四的亚冠资
格都未必能保住。从赛季之初三条战线高
歌猛进，到如今亚冠和足协杯双双淘汰，佩
雷拉一定比其他人更懂得什么叫无奈。

成也佩雷拉，败也佩雷拉。上港与国
安谁胜谁负都很正常，只是最后以这种方
式出局，未免让人感到窝囊了一些。

这是一次典型的痛失好局，也是一次
人为的自毁前程，它足以说明一点：一名
保守的主教练，无法承受一颗冠军的心。

上港出局非将之失实帅之过

本报综合消息 在法国队用一种极具
功利色彩的方式赢得大力神杯后，国际足
坛似乎掀起了一股“极简主义”的风潮。
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国际冠军杯
赛中，全场被动的尤文图斯凭借前锋法维
利的梅开二度，在美国费城以2：0击败拜仁
慕尼黑，赢得季前热身赛的开门红。

考虑到季前热身赛的特性，双方本场
都以锻炼球员磨合队伍为主。但即便如
此，脚下技术更胜一筹的拜仁还是从开始
就占据了主动，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斑
马军团压制在了半场，但在“德甲班霸”的
球员们因久攻不下而露出焦躁情绪时，意
大利人终于迎来了反击机会。第32分钟，
拜仁门将乌尔赖希一脚传球失误让尤文的
年轻前锋法维利轻松打破僵局；仅仅8分
钟之后，德国球队的防线被基耶利尼一脚
简单的后场长传打穿，在前方恭候多时的
法维利得球后一路推进，面对乌尔赖希轻
松推射破门。半场结束时,阿莱格里已经
用最简单的方式，换来了最理想的结果。

这样的局面和节奏在下半场得到延

续。尤文图斯全
线回收，甚至主动
将中场的控制权
拱手让人，只在有

绝对机会的时候才会投入“小股部队”进
行反击。意大利人的态度很明确：你赢场
面，我赢结果。面对思想高度统一的对
手，场边的拜仁主帅科瓦奇即便将替补席
上的攻击手换了个遍，也依然无法叩开对
手的城池。终场哨响，2：0的比分没有改
变，拜仁全场接近七成的控球率和20次射
门，最终输给了阿莱格里的“大道至简”。

另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25日电（记
者高山）2018 年国际冠军杯足球赛 25 日
在此间举行了一场比赛，英超曼联队在90
分钟内 1：1 战平意甲 AC 米兰队，在随后
长达13轮的疯狂点球大战中以9：8获胜
（总比分10：9）。

国际冠军杯其他战报
多特蒙德 5：6 本菲卡
（双方90分钟战成2：2平，点球决

胜本菲卡4：3获胜）
曼城 1：2 利物浦
马德里竞技4：2阿森纳
(双方90分钟战成1：1平，点球决

胜马竞3：1获胜)

本报综合消息 根据多家西媒的消息，
C罗的税务案在7月26日结案，西班牙税
务局与这位葡萄牙球星达成一致，C罗接
受了 1900 万欧元的罚款，外加 2 年的刑
期。不过由于是初犯，他并不用真正坐牢。

根据此前的消息，西班牙税务局控诉
C罗一共少缴纳了1476万欧元的税额，如
今加上罚款等费用，他共需缴纳1900万欧

元，并且被判处2年的刑期。在西班牙，如
果是刑期在2年或者2年以下的初犯，并
不用坐牢，因此C罗无需入狱。

不过在C罗转会尤文后，意大利的税
务政策则要宽松很多。根据意大利的新
法规定，在海外纳税9年的新意大利纳税
公民，将允许每年针对海外资产全部只交
10万欧元税额。

C罗因税案被罚款1900万欧元 缴款后无需坐牢

本报综合消息 此前，因为由于受第
10号台风“安比”影响，原定于7月21日晚
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3轮上海上港主场对
阵广州恒大的比赛改期举行。7月26日，
中国足协发布公告，确认了延期后的补赛
时间，这场强强对话将于9月18日（星期
二）晚上在上港主场举行。延期到9月18
日的这场强强对话，将夹在本赛季中超的
第22轮和第23轮比赛之间。

对于恒大和上港两支都具备联赛争
冠可能的球队来说，这很可能将是一场关
键的生死大战。而对于恒大来说，届时他
们遭遇的赛程会更艰难一些，在补赛的前
后两场中超，他们要先后遭遇国安和苏宁
两支强队。

蒂特续约继续执教巴西国家队

姆巴佩心目中的“金球
奖”热门人选：

有自己有自己没梅西没梅西

帕瓦外脚背“世界波”

获评俄罗斯世界杯
最佳进球最佳进球

上港恒大补赛上港恒大补赛
99月月1818日举行日举行

你赢场面 我赢结果
尤文两球胜拜仁热身赛开门红

77月月2525日日，，拜仁慕尼拜仁慕尼
黑队球员威尔黑队球员威尔（（上上））与尤文与尤文
图斯队球员法维利在比赛图斯队球员法维利在比赛
中争抢中争抢。。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森保一接任日本男足主教练森保一接任日本男足主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