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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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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克波兰队的八分之
一决赛中，姆巴佩用一场巨
星级表演，帮助法国队挺进
八强。除了两射一传的姆巴
佩，法国队阵中多位“新人”

“老将”都有着出色的发挥。
尽管对手波兰队实力有限，
但此役之后法国队争冠水准
已经显露无遗。

吉鲁为法国队首开纪
录，他凭借本场打进的个人
在法国队的第52球，超越传
奇射手亨利成为法国队史射
手王。除了这个进球，吉鲁
在下半场还有一次被判无效
的倒挂金钩破门。总体来
讲，吉鲁在中锋位置的战术
贡献有目共睹、毋庸置疑。
无论是为队友吸引火力，还
是发挥战术支点作用，已经
36岁依然“任劳任怨”的吉鲁
用经验和高效证明了这支队
伍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除了吉鲁，连续71场为
法国队出战的格列兹曼本场
也拿出了大师级的表现。在
进攻型中场位置上，他全方位

参与球队的攻防转换，不再纠
结个人得分数据的“格子”多
次后撤接球、组织调度，表现
出了超强的创造力、控制力。

此外，尽管波兰队在莱万
带领下多次快速反击，但法国
队在瓦拉内和洛里这两位老
将带领下，防线始终没有沦
陷，其中瓦拉内一次关键门线
解围影响了比赛的最终走向。

在几位老将压阵下，登
贝莱、琼阿梅尼、于帕梅卡诺
等极具天赋的青年才俊也打
出了高水平的比赛。

赛前舆论认为，博格巴、
坎特的缺席将为法国队的中
场留下隐患。如今，琼阿梅尼
搭配拉比奥的组合，俨然已将
这分顾虑打消。22岁的琼阿
梅尼在对阵波兰队之前就已
经拿出了抢眼的表现，小组赛
前两场8次抢断位居全队第
一，本场比赛再次展现体能充
沛、覆盖范围大的特点，再加
上与拉比奥默契的配合，相信
琼阿梅尼未来多年都将是这
支法国队的基石。

与姆巴佩同年出生但首
次踢世界杯的于帕梅卡诺，
虽然在本场比赛最后时刻因
手球送点，但总体上他在中
卫位置上十分勤勉。从本场
多次冻结莱万的表现看，具
备超强对抗能力、拦截能力
的于帕梅卡诺，与防守经验
丰富的瓦拉内联手，是法国
队对抗英格兰队、巴西队攻
击群的有力武器。

此外，法国队的替补席上
还有卡马文加、贡多齐、萨利
巴这些已经年少成名的大将。

这支法国队目前“新”
“老”完美交融，球队确立了以
姆巴佩为核心、以格列兹曼作
为攻防转换枢纽的打法，快速
反击战术思想足够统一。这样
的“高卢雄鸡”，距离缔造世界
杯卫冕的佳绩，还远吗？
（据新华社多哈12月4日电）

上图 12月4日，波兰队
守门员什琴斯尼（中上）在门
前救险时与法国队球员瓦拉
内（中）、波兰队球员卡什（中
下）发生冲撞。(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多哈12月5日电
6日，卡塔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
最后两场较量打响，西班牙队对
阵摩洛哥队，葡萄牙队迎战瑞士
队。“伊比利亚双雄”能否会师四分
之一决赛，是最大的看点。

当地时间18:00，西班牙队
与摩洛哥队的比赛将在教育城
球场打响。

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高
开低走，他们在小组赛首战7∶0
大胜哥斯达黎加队，第二轮1∶1
战平德国队，最后一轮遭到日本
队2∶1逆转，将小组头名的位置
拱手让出。小组赛阶段，西班牙
队依旧展现了超强的传控能力，
但在后两场比赛，球队暴露出在
僵持局面下缺乏边路突破能力、
后防线难以招架对手高位逼抢
冲击的两大弱点。

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
马”之一，摩洛哥队在小组赛阶段
保持不败，并且将世界第二比利
时队拉下马，实力不可小觑。这
支由齐耶赫、马兹拉维、阿什拉夫
等多名球星领衔的青年军，球风
简洁快速，防守顽强，进攻极富冲
击力，对西班牙队是不小的挑战。

虽说分属欧洲和非洲，但西
班牙和摩洛哥两国之间仅隔直
布罗陀海峡相望，人员往来和文
化交流密切，包括阿什拉夫在内
的多名摩洛哥队球员从小在西
班牙接受足球培训，两支球队可
谓是知根知底。毫无疑问，西班
牙队在整体实力和大赛经验上
占据优势。但对摩洛哥队来说，

这是球队在1986年后首次晋级
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创造历史的
他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全力一
搏之下，未尝没有机会。

到底是西班牙队强势反弹
晋级八强，还是摩洛哥队再爆冷
门一黑到底？悬念不小。

随后22:00，在卢赛尔体育
场，克·罗纳尔多（C罗）将率领
葡萄牙队压轴出场，迎战欧洲劲
旅瑞士队。

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以两
连胜提前出线，展现出较好的竞
技状态。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贝尔纳多·席尔瓦、若昂·菲利克
斯等年轻球员发挥出色，在自己
的第五届世界杯，37岁的C罗
终于迎来了更多的帮手。小组
赛最后一战，虽然主要以替补出
战的葡萄牙队遭到韩国队逆转，
但队中主力得到了充分休息，在
卡塔尔的密集赛程中，这将是不
小的体能优势。

瑞士队则依旧保持着欧洲
准一线强队的实力，除了0∶1小
负巴西队，他们在小组赛击败了
实力不俗的塞尔维亚队和喀麦
隆队顺利突围。作风顽强、组织
严密的瑞士队去年在欧锦赛的
淘汰赛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
强大的法国队。这足以证明，在
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中，他们有
能力击败任何对手。

小组赛比赛中，C罗表现平
平，仅打进一粒点球。进入淘汰
赛，葡萄牙巨星能否找回状态？
值得期待。

喜欢世界杯，很多球迷是因
为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在，比如，卡
塔尔世界杯，“绝代双骄”C罗、梅
西，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他们
也是球迷最深情的牵挂。

数十年来，“绝代双骄”相爱
相杀、亦敌亦友。在他们的巅峰
岁月里，为球迷奉送了一场场酣
畅淋漓的比赛，成为球迷最难忘
的足球记忆。

球迷喜欢“绝代双骄”，不仅
因为他们球技高超，还因为他们
身上具备着理想型人格。

C 罗的自律，无须再啰嗦，
除此之外还长年义务献血。梅
西从小患有侏儒症，也因此被欺
凌过，可他竟在这样的逆境中成
长为一代球王。在本届世界杯
上，也就是12月4日，梅西完成

了职业生涯第 1000 场比赛，为
球队打入首球，收获个人世界杯
历史首个淘汰赛进球，并第8次
当选世界杯全场最佳。而且梅
西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爱情故事，
也让许多女球迷对他心生好感。

这就是正能量偶像的魅力，
虽然都是老将，但他们眼里依然
有光，为梦想闪闪发光。

我们爱着“绝代双骄”。我们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无法像他们那
样有钱、有声望，但其勤勉、拼搏、
有爱的品质，是可以拿来学习
的。相信有了这些品质，谁的人
生都会闪闪发光。

有梦想可追的人生真美，就
像“绝代双骄”，这也是风情万种
的卡塔尔世界杯中美丽的故事
之一吧。

八强最后两席将揭晓：

“伊比利亚双雄”能否会师？

“绝代双骄”
球迷最深情的牵挂

□赵改玲

“新”“老”完美交融 法国卫冕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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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火化。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等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新华社发）

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火化。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上灵车。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新华社发）

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
国共产党党旗。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新华社发）

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火化。这是习近平向江泽民同志的夫人
王冶坪和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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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到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并护送遗体到八宝山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