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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西班牙“金童
金童”
”！
18 岁的加维让人想起了 64 年前的贝利

妙语连珠
“我们尊重对手，但只有走上球场，你才能看出谁更

西班牙 7∶0 击败哥斯达黎加，迎来队史世界杯最大比分胜利。

强。排名不能代表一切。”

6 名球员斩获进球，其中包括 18 岁的加维。就在一个月前，加维刚

——世界杯小组赛如火如荼，无论是沙特队 2:1 爆

刚击败贝林厄姆、穆西亚拉等人，先后斩获科帕奖、金童奖。刚刚

冷战胜阿根廷队，还是日本队 2:1 逆转德国队，都给球迷

成年不久的加维，过去一年来迈入足球生涯快车道，以惊人的速度

留下深刻印象。喀麦隆队目前的世界排名为第 43 位，

打破了多项历史纪录。司职中场却身披 9 号球衣，

而他们首轮的对手瑞士队则排在第 15 位。23 日，喀麦

加 维 让 人 想 起 西 班 牙 上 一 个“ 金

隆队主帅里格贝特·宋说：
“ 我相信我们将成为下一支

童”、9 号托雷斯。

震惊世界的球队。”

徐邦印

“我们失球太容易了！我们是在踢世界杯啊！
”
——23 日，德国队在卡塔尔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中 1
∶2 不敌日本队。为德国队打进一球的中场京多安赛后

出道：18 岁身价 9000 万欧元

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队友表示不满，称“队中不是每个人

别看场上的加维充满斗志和好胜心，控球、组织显得

都想要球”。

非常成熟，场下的他其实还是个孩子。加维的父亲佩斯直

“如果我们小组出线，我们将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但

言：
“他觉得自己仍然在校园里。”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只专注于小组赛。”

2004 年 8 月 5 日，加维出生在塞维利亚南部大约 30 公

——23 日，上届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在卡塔尔

里的一个村庄，父亲佩斯经营着一家小酒吧。6 到 8 岁时，

世界杯的首秀中 0:0 闷平摩洛哥队。赛后克罗地亚队队

加维被送到当地的一家体育俱乐部练习足球。现年 65 岁

长莫德里奇表示球队的首要目标是小组出线。

的巴斯科是加维的启蒙教练，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两年，他

“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的目标是带领球队晋级下一轮。
”

非常内向，但爱开玩笑，爱吐舌头的习惯小时候就有。”

——在西班牙队以 7:0 大胜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对手

后来，皇家贝蒂斯的球探发现了加维，年仅 8 岁的他

哥斯达黎加队后，主教练恩里克表示，他们不会被这场

开始接受专业足球训练。11 岁时，加维代表皇家贝蒂斯

大胜冲昏头脑。

参加了一场锦标赛，当选赛事最佳球员，吸引了巴塞罗那

“C 罗离开曼联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没有听到

的注意力，并很快被带到了加泰罗尼亚。

任何人在团队中讨论这个话题。”

——虽然克·罗纳尔多（C 罗）没有出席 23 日的赛前

身处拉玛西亚青训营，加维进步神速，在各项青少年
比赛中打破多项进球纪录。2020 年 9 月，他与巴萨签下第

新闻发布会，但关于他的问题却被反复提及。葡萄牙队

一份职业合同，今年 9 月，合同延长至 2026 年，违约金高达

主帅桑托斯强调，他的队伍中没有人谈论这位巨星和曼

加维庆祝进球

10 亿欧元。此外，他目前的身价高达 9000 万欧元。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24 日，韩国队和乌拉圭队将在世界杯小组赛

去年上半年，加维刚开始代表巴塞罗那二队参加西

牙队史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今年 6 月 5 日，加维收获国

乙联赛，
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从去年 8 月开始，
加维迅

家队首球，以 17 岁零 304 天成为西班牙队史最年轻的

速升入一队，并在 8 月底上演西甲首秀，9 月中旬亮相欧

进球者。

越梅西，
成为队史第三年轻的进球者。

从二队、一队到国家队，从西甲赛场、欧冠赛场到国
际赛场，过去一年多，加维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几乎与此同时，刚满 17 岁的加维吸引了恩里克的

化。身处聚光灯下，在众多大牌队友的带动下，他开始

注意，得到西班牙国家队的召唤，并在欧国联半决赛对

开着豪车参加训练，但他会时常停车，给球迷签名，也会

阵意大利的比赛中首次登场，以 17 岁零 62 天成为西班

时不时回到二队，
看望一下曾经的队友。

顺理成章，加维轻松入围卡塔尔世界杯西班牙队
排其首发登场，18 岁零 110 天，加维成为队史世界杯

239 天）。上一位比加维年轻的进球者还要追溯至 1958
年，那个人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贝利。
一项纪录，他并没有太多实感，
“现在的感觉并不强烈，

球者。

很多事情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为
年轻的球员，所以尊重每一个人，
“我从小就这样踢球，

进球者，仅次于罗萨斯（18 岁零 93 天）和贝利（17 岁零

无论什么比赛，
都要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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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队队长蒂亚戈·席尔瓦在 23 日
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毫不掩饰地喊出夺冠口号。

据新华社

卢卡斯因伤退出世界杯

首轮输球的亚洲双雄迎来正名机会

当地时间 11 月 25 日，卡塔尔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

塞内加尔马内因伤退出世界杯对球队影响比较大，球

尔、荷兰 VS 厄瓜多尔、英格兰 VS 美国。由于沙特、日

队世界杯首战机会不少，但没能转化为进球。

本相继击败强劲对手，首轮双双告负的卡塔尔和伊朗
队能否绝地反击，为亚洲足球正名呢？
伊朗队在亚洲所向披靡，但世界

杯首秀遭遇惨败。伊朗队经常在多哈组织集训，与同
组对手相比，算是坐拥“半个主场”。次战迎战威尔士

卢卡斯受伤离场 新华社记者 李明/摄

完败南美球队厄瓜多尔，球队全场几乎完全被压制。

第二轮赛事，分别是威尔士 VS 伊朗、卡塔尔 VS 塞内加

威尔士 VS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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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世界杯首秀踢得如此自如？加维知道自己是场上最

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他是世界杯历史上第 3 年轻的

每日一划

示，
“太极虎”当家球员孙兴慜届时可以戴上面具登场。

赛后，加维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对于自己打破又

出场最年轻的球员，同时成为队史世界杯最年轻的进
即使放眼整个世界杯历史，加维的出场和进球也

首轮比赛中相遇，韩国队主教练保罗·本托在赛前表

赛场内外

荣誉：世界杯首秀连破纪录
26 人大名单。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主帅恩里克安

“毫无疑问戴上面具比赛会对他有影响，但我认为
他可以克服这些不便。”

蜕变：一年内多次跳级

冠赛场，12 月中旬收获西甲处子球，以 17 岁零 135 天超

联的事情。

荷兰 VS 厄瓜多尔

荷兰队的实力强于厄瓜多尔

据新华社电（记者 韦骅 王浩明） 法国队当地时间

23 日确认，左后卫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右膝十字韧带受
伤，将缺席卡塔尔世界杯接下来的比赛。

队，厄瓜多尔队在世界杯中的最好成绩也就是进入小

在 22 日法国队与澳大利亚队的 D 组小组赛中，卢

组赛，所以荷兰队在面对厄瓜多尔的时候是没有任何

卡斯在一次防守后倒地不起，随后被弟弟特奥换下。法

压力的。

国队证实，卢卡斯伤势严重，将无法参加后面的比赛。

英格兰 VS 美国

无论是从世界上的排名，还是在

近期法国队饱受伤病困扰，金彭贝、恩昆库、本泽马

队才是关键之局，面对时隔 60 余年重返世界杯、但近半

赛场之中的实力发挥以及小组的阵容比赛状况，都可

等多名球员皆因伤退出世界杯。随着卢卡斯因伤退出，

年状态低迷的对手，伊朗队必须全力争取胜利，才能掌

以看出英格兰在各个方面都比美国队更加强大。本场

法国队阵中仅剩 24 名球员，主教练德尚表示：
“ 我和整

握出线的主动权。

对决差距明显，英格兰队可能会以碾压的方式击败美

个团队都为卢卡斯感到遗憾，我们失去了一位重要球

国队。

员。他是一名勇士，我毫不怀疑他会尽一切可能尽快回

卡塔尔 VS 塞内加尔

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是

比较大的，但卡塔尔有东道主优势，世界杯首战 0 比 2

江锐 整理

到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