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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严防死守 比利时前场迷失
□纪盈达

■俄罗斯2018

万众瞩目的一场火星撞地球
般的对决在圣彼得堡展开， 最终
没有出现人们期待中的对攻大
战， 反倒是法国队最终凭借着自
身滴水不漏的防守， 成功限制住
了比利时的前场魔幻攻击组合，
在长人林立的对手身上靠头球致
胜， 不得不佩服德尚的 “稳” 字
当先， 以及球员们极强的战术执
行力。

法、 比两国阵中都有着非常
出色的进攻端球员， 但比起喜欢
掌控场上局面的比利时， 法国队
则更喜欢掌控节奏。 法国队也许
在场面上并不占据所谓的主动
权， 但仔细观察， 大多数时间里
“高卢雄鸡” 都牢牢控制着比赛
的进程，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照
着德尚的设想进行着。 本届大赛
多场比赛已经证明 “控球无用”，
即 便 是 法 国 这 样 中 场 实 力 不
俗 的 球队也很识时务地祭出防
守反击———充分利用中场坎特 ，

后卫瓦拉内与乌姆蒂蒂的防守能
力， 并给予前场姆巴佩与格列兹
曼 两 大 爆 破 手 足 够 的 冲 击 空
间 ， 这是他们能够威胁到对手
的砝码。

比赛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开场之后法国队就主动回收， 将
比利时拖入到阵地战中， 再利用
自身中场优势一次又一次消磨着
对方的耐性。 球队放出边路让阿
扎尔进行突破， 但中路可以说是
密不透风， 即便给了对手几次不

错的攻门机会， 比利时队员也在
防守队员干扰下将球打偏， 或者
被队长洛里成功化解， 反过来法
国队利用几次快速反击让比利时
后防惊出一身冷汗。 点睛之笔在
于德尚针对阿扎尔与德布劳内的
防守策略， 他让坎特对二人进行
贴身围抢， 其他防守队员再趁机
跟上， 令阿扎尔受尽折磨， 德布
劳内迷失大半场。

马丁内斯为自己大赛前的选
人用人付出代价， 由于近两年来
一直贯彻3中卫打法， 球队在边
后卫位置上缺乏正牌球员， 多数
时间由进攻队员改造而成。 但随
着大赛深入， 马丁内斯发现自己
的 “乌托邦” 战术并不好用， 对
阵巴西变阵4后卫大获成功， 但
无奈本场唯一正牌右后卫默尼耶
黄牌停赛， 沙兹利代打先发， 但
表现实在难以服众， 可以看出这
名角色球员还是适合做替补。 中
场选用 “盘带过人王” 登贝莱也

值得商榷， 为了避免正面与坎特
僵持， 比利时的很多进攻都在边
路开展， 这让热刺中场失去发挥
空间， 防守又不是他的强项， 最
终沦为四不像。 再加上上一轮踢
巴西， 马丁内斯已经打干净了手
中的底牌， 德尚明显对其进行了
针对性限制， 最终比利时只能够
吞下失利的苦果。

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场比
赛———稳固防守才是本届大赛的
第一要义。

皇马没有留人传统

事实上， 长时间以来， 皇家
马德里都没有留人的传统。 近些
年除了齐达内， 能够从伯纳乌退
役的球员少之又少。 从卡洛斯到
古蒂， 从劳尔到卡西利亚斯， 无
论他们多么功勋卓著， 都无法将
自己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留给皇
马， 他们当中有的甚至是被无情
地扫地出门。

在皇家马德里的九个赛季，
C罗无疑是成功的。 在这里， 他
拿到了四座金球奖； 在这里， 他
从一位优秀球员成长为足以载入
国际足球历史的传奇人物。 从此
前的表态来看， C罗曾经的确希
望能够在皇马退役， 但是俱乐部
的一些做法却伤害了自尊心极强
的他。 据悉， 不仅是C罗向皇马
提出的3000万欧元年薪未得到满
足， 而且皇马时不时与姆巴佩、
内马尔等球员眉来眼去也让他与
俱乐部产生隔阂。

“量身定做” 的一亿报价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 只要不

是卖给比如巴萨、 巴黎圣日耳曼
等特定的几家俱乐部， 皇马愿意
以一亿欧元左右的价格卖掉C

罗。 如此一来， 能在竞技和财力
上符合要求的球队并不多， 甚至
可以说这就是为尤文图斯 “量身
定做” 的一项协议。 从竞技方面
来说， 已经意甲七连冠的尤文图
斯在国内赛场的统治力不必多
提，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近些年
在欧冠赛场是除皇马、 巴萨、 拜
仁之外成绩最稳定的球队。 从财
力上来说， 虽然尤文比不上曼城
等 “土豪” 俱乐部， 但鉴于此前
9000万欧元引进伊瓜因的大手
笔， 拿出一亿欧元转会费的困难
并不大， 最不济也可以 “忍痛割
爱” 出售队内部分球员比如桑德
罗、 伊瓜因以平衡资金。

真正让尤文感到棘手的是C
罗3000万欧元的年薪。 在C罗之

前， 尤文队内的顶薪仅仅是伊瓜
因的750万欧元 ， C罗整整是其
四倍！ 加上意大利高昂的税收 ，
C罗的税前年薪将达到6000万欧
元。 尤文图斯俱乐部本身有能力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 答案是没
有 ， 但没有能力不代表没有办
法。 据悉， 此次签约， 尤文得到
了其背后菲亚特集团的大力支
持， 菲亚特将通过与C罗的一系
列合作， 帮助尤文买单。 上赛季
的欧冠1/4决赛 ， C罗在尤文的
主场打入一粒惊世骇俗的倒钩进
球 ， 博得了全场尤文球迷的掌
声， C罗也用鞠躬的方式予以感
谢。 客观上来说， 这一经历也增
加了C罗对尤文图斯的好感。

尤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
反过来说， 尤文图斯也需要

C罗。 在意甲成为无可争议的霸
主之后， 尤文图斯早已把目光转
向欧冠冠军 。 近两个赛季的欧
冠， 尤文图斯都输给了皇家马德
里， 确切地说， 是败在了C罗脚
下。 在欧冠面对尤文图斯， C罗
已经打入了10球， 将尤文称为C
罗最喜欢的对手也不为过。 直接
将最大 “苦主” 招至麾下， 尤文
图斯在冲击欧冠的道路上无疑增
添了一大重磅砝码。 而且在布冯

离队之后， 尤文图斯也需要一位
C罗这样的精神领袖。

抛去竞技层面， 从经济角度
来说， C罗的到来将在很大程度
上增加尤文的收入。 毫不夸张地
说， C罗就是足球市场的 “硬通
货”， 仅仅在与尤文传出 “绯闻”
的那段时间， 俱乐部的股价就已
经大幅飙升 ， 其号召力可见一
斑。 意甲首座专属球场、 独树一
帜的扁平化的队徽， 在意大利，
尤文的经营理念总是快人一步，
得到C罗， 尤文的 “吸金” 能力
很有可能将呈几何级提高。 另一
个角度， 虽然意甲其他球队争冠
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但C罗的
加盟毫无疑问将提高意甲联赛的
关注度 。 要知道 ， 在某社交网
站， 尤文图斯的粉丝数仅仅是C
罗的一个零头。

此桩转会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也将会是持续的。 在失去C罗之
后， 皇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势
必在转会市场还有大动作， 内马
尔、 姆巴佩都有可能在短时间里
再次改换门庭。 得到一位顶级射
手， 如虎添翼的尤文图斯有可能
会打破西甲近些年在欧战赛场中
的垄断 。 但遗憾的是 ， “梅罗
决”， 这对绝代双骄的对话将不
再频繁上演。

C罗九年皇马生涯回顾
从2009年6月以8000万英镑

由曼联转会皇马， 到2018年7月
10日以1.05亿欧元的身价转投尤
文 ， C罗在效力皇马9年间创造
了一系列辉煌的纪录， 达到团队
荣誉与个人荣誉的顶峰。

C罗在皇马共出场 438次 、
打进451球， 其中包括311个西甲
联赛进球和105个欧冠进球 ， 以
场均1.03球超高的效率成为皇马
队史射手王。 他的进球是皇马获
胜的重要保障， 皇马在他的带领
下共获得四个欧冠冠军、 两次西
甲冠军、 两次国王杯冠军、 三个
世俱杯冠军、 两次欧洲超级杯冠
军和两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并
且在2016年至2018年间完成了欧
冠改制以来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除团队荣誉外， C罗在皇马
也 斩 获 无 数 个 人 荣 誉 。 他 在
2013、 2014、 2016和2017年四次
获得金球奖， 2016和2017年两次
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 三次欧
足联最佳球员， 以及三次欧洲金
靴奖， 六次欧冠金靴， 并且成为
欧冠历史最佳射手。 在皇马效力
的9年间均入选国际足联年度最
佳阵容和欧足联年度最佳阵容。

据新华社

CC罗罗转转会会：： 为为什什么么是是尤尤文文图图斯斯？？几天前， 当有媒体曝出克·
罗纳尔多 （C罗） 即将加盟尤文
图斯时， 很多人只把这当成博人
眼球的小道消息。 但经过发酵，
转会传闻愈演愈烈， C罗转会的
关注度甚至直逼已经进入4强阶
段的世界杯。 10日， 这一地震级
转会终于得到官方确认， C罗离
开效力9年的皇家马德里， 加盟
意甲豪门尤文图斯。

一边是五夺金球奖的超级球
星， 一边是赢得欧冠次数最多的
“银河战舰”， 如果把双方的合作
比成爱情的话，在不少人看来，葡
萄牙人终老马德里， 是这段罗曼
史最好的归宿。 其实，C罗离队的
传闻每年都有， 只是这一次为什
么来真的？ 而且为什么新东家不
是绯闻已久的曼联或者巴黎圣日
耳曼， 而是之前看似根本沾不上
边的尤文图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