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 更精彩

15
2022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四
编辑/江 锐 组版/方 芳
校对/刘 洁

市场星报电子版 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

世界杯进入
“00 后”时代

小伙子，
小伙子
，
你们的青春都在这里
林炜航

妙语连珠
“ 新 的 技 术 就 是 这 样 ，尽 管 有 些 越 位 是 毫 米 级

19 岁的英格兰小将贝林厄姆高高跃起，顶进了划时代的进球

的。这是悲伤的一天，但我们要继续前进。”

——世界杯“00 后”时代终于来了。回望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1:2 爆冷不敌沙特阿拉

当时还没有任何“00 后”球员入选。短短 4 年过去，今年卡塔尔世

伯队后，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三个无效进球

界杯的“00 后”球员就多达 128 人，其中身价超过 5000 万欧元的

让球队陷入困难，但现在要做的就是赢下对阵墨西哥
队和波兰队的两场小组赛。

就有 20 人。32 强当中，这些球队的“00 后”将刮起青春风暴。

“在昨天的封闭训练中，莱万多夫斯基练了点球，
他一个都没有打丢。但这就是足球，伟大的球员有时
候也会罚丢点球。”

英格兰 人才井喷畅想冠军

——在 22 日波兰队与墨西哥队的首轮较量中，队
长莱万多夫斯基的点球被墨西哥队门将奥乔亚扑出，

“00 后”球员（4 人）：贝林厄姆、福登、萨卡、加拉格尔

最终双方互交白卷。赛后，波兰队主教练米赫涅维奇

随着英超联赛逐渐壮大，英格兰俱乐部青训体系的优势逐

表达了对莱万的支持与鼓励。

步显现。从 2018 年开始，英格兰就迎来了人才井喷。本届

“足球就是足球。这是一个点球，要么进球，要么

世界杯共 4 位“00 后”入选，其中福登（1.1 亿欧元）、贝林厄姆

丢球。他会回来的。”

（1 亿欧元）、萨卡（9000 万欧元）的身价都超过了 5000 万欧

——波兰队队长莱万多夫斯基在对阵墨西哥队

元。首场比赛，他们就让球迷看到了自己的实力，成为主宰

时罚失点球，赛后，队友卡什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比赛的关键先生。在不少球迷眼中，去年在欧洲杯决赛折戟的

“这就是足球，
总有疯狂的事情发生，
我们只庆祝了

英格兰，今年到了收获冠军的时候了。

巴

20分钟，
因为接下来还有两场艰难的比赛等着我们。
”
——首场小组赛 2:1 战胜夺冠热门阿根廷队后，

西 豪华锋线轮番冲击

沙特阿拉伯队主教练勒纳尔坦言这场胜利会载入史
册，但胜利过后，更需要脚踏实地。

“00 后”球员（4 人）：维尼修斯、安东尼、罗德里戈、马丁内利

“我是日本足球的粉丝，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

在主教练蒂特麾下，巴西队逐渐成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

优秀。尤其是那些效力于德甲的球员，比如远藤航是

最大热门。除了有内马尔、热苏斯等实力强劲的中生代，巴西队

过去几年在德甲表现最好的中场球员，镰田大地在德

锋线上还涌现了多名“00 后”天才。本届世界杯，蒂特召入了维

国知名度很高。”

尼修斯、安东尼、罗德里戈、马丁内利 4 名“00 后”，他们都是各自

——23 日，德国队和日本队将在世界杯首轮比赛

俱乐部锋线的顶梁柱，有很强冲击力。其中维尼修斯本赛季在

中相遇，赛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主帅弗利克

皇马已经贡献了 10 球 5 助攻，罗德里戈 7 球 5 助攻。坐拥豪华年

这样评价对手。

轻锋线的巴西队，或许能有所作为。

“你怎么能挡住这么快的人？这太难了。”
——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澳大利亚队 1:4 不敌

西班牙 9 人入选放眼未来

卫冕冠军法国队。谈及法国球星姆巴佩，澳大利亚队
主帅阿诺德显得很无奈。

“00 后”球员（9 人）：佩德里、加维、费兰·托雷斯、耶雷米·皮

“球队有很多人都掐自己，不太相信我们真的打

诺、尼科·威廉姆斯、法蒂、吉利亚蒙、埃里克·加西亚、巴尔德

进世界杯了。”

12 年前在南非世界杯摧枯拉朽夺冠的西班牙，进入了新老

——加拿大队时隔 36 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球队主

交替的时期。从去年欧洲杯重用 18 岁小将佩德里就能看出，主

帅赫尔德曼表示，这是球员证明自己的机会，并且相

教练恩里克在下一盘大棋。今年世界杯，他更是召入了 9 名“00

信球队能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一番成就。 据新华社

后”。虽然能当上主力的只有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但其余 7 名

队员各有特点，能为恩里克临场变阵带来不少帮助。而让小将

每日一花

们感受大赛氛围，则是恩里克为 2024 欧洲杯甚至 2026 世界杯做
的长远准备了。

法

萨卡

国 中场双星打破魔咒？

“00 后”球员（2 人）：琼阿梅尼、卡马文加

吉鲁，越跑越快的“卡丁车”
22 日 ，卫 冕 冠 军 法 国 队

下，他们在俱乐部渐入佳境，卡马文加更是皇马上赛季

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进行到

与上一届世界杯相比，卫冕冠军法国队的阵容更加

拿下欧冠冠军的重要成员。法国队饱受伤病困扰，琼阿

第 89 分钟时，法国队将打入

成熟稳重，今年召入阵中的“00 后”只有两位——琼阿梅

梅尼和卡马文加在中场的发挥，或许决定了法国队能否

两球的吉鲁换下。下场后的

尼和卡马文加。在皇马老将莫德里奇、克罗斯的带领

打破“卫冕冠军小组出局”的魔咒。

吉鲁先是与主教练德尚拥抱，
接下来与队友和工作人员击
掌，并享受了全场的掌声。这

每日一划 “五星”
巴西将压轴出场

是属于他的时刻，因为他就此追平亨利，与后者并列
法国队队史第一射手。
在法国队人才济济的锋线上，吉鲁原本并不是第

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卡塔尔世界杯将进行小组赛最

苏亚雷斯在队中都显得黯淡。韩国队依旧是由目前热刺

一选择，他既没有姆巴佩风驰电掣的速度，也不具备

后第一轮最后四场较量，分别是瑞士 VS 喀麦隆、乌拉圭

的当家球星孙兴慜领衔，韩国队本届世界杯除了孙兴慜

本泽马那样强大的得分能力。本泽马在评价吉鲁时

VS 韩国、葡萄牙 VS 加纳、巴西 VS 塞尔维亚。
“ 五星”巴西

以外还有五名欧旅球员入选大名单。

曾说：
“ 你不要拿 F1 赛车和卡丁车比较，我这是客气

将在最后一场登场亮相，值得期待。
瑞士 VS 喀麦隆

瑞士队锋线上的球员可能是球队

葡萄牙 VS 加纳

葡萄牙所有参赛球员身价总和 9

亿 3700 万欧。球队中不仅仅有 C 罗，还有拉莫斯、莱奥、

的短板。喀麦隆主帅是由国家队历史上的传奇队长里戈

菲力克斯等人能担当进攻大任。两支球队在各个方面的

贝特·宋由担任，队中最有实力的球员也是球队的核心

差距实在是太大。

——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前锋舒波·莫廷和效力国际米

巴西 VS 塞尔维亚

的说法，我知道我是那辆 F1 赛车。”
但正是本泽马口中的这台“卡丁车”，已经悄悄地
驶在了法国队射手榜的最前列。
2021 年 7 月，顶着欧冠冠军的光环，吉鲁仅以 100

巴西派出了全队身价高达 11 亿

万欧元的象征性转会费从切尔西来到 AC 米兰。在

兰的门将奥纳纳。两支球队中都具有实力强劲的核心球

的阵容，就是在宣布自己的强势回归。塞尔维亚今年的

AC 米兰时隔 11 年赢得联赛冠军的道路上，打破俱乐

员，核心球员以及谁能更好地限制对方核心都将成为本

表现不错，但是首场比赛遇上夺冠大热门“五星”巴西想

部“九号魔咒”的吉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让他

场比赛的关键。

要取胜机会十分渺茫。

回到了国家队，赢得了参加世界杯的机会。

乌拉圭 VS 韩国

乌拉圭坐拥大批豪华球星，就连

江锐 整理

据新华社 记者 韦骅 王浩明 岳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