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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球大战淘汰强大的西
班牙队后，本届世界杯东道
主俄罗斯队强势晋级世界杯
八强。国际足联官网近日发
表分析文章，认为俄罗斯队
之所以能在本土举行的世界
杯上大放异彩，与以下五个
原因有关：

原因
精诚团结

切尔切索夫执教俄罗斯
队已有两年。在此期间，许
多不同的球员被召入国家
队。虽然媒体对切尔切索夫
的用人曾不断产生质疑，但
最终这支俄罗斯队还是成为
一支坚如磐石的团队。为了
共同的目标，球员们愿意自
我牺牲、彼此合作。

俄 罗 斯 国 脚 库 捷 波 夫
说：“不仅仅是首发球员引领
球队走向成功。”在他看来，
球队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不管你是否参加比赛，
你都能感受到来自球队各个
方面的支持。我们已经得到
了回报。”库捷波夫说。

原因
球迷支持

当阿金费耶夫在八分之
一决赛中伸腿挡出西班牙队
的点球时，卢日尼基体育场
看台上球迷们掀起的声浪，
仿佛有一架飞机正从这里起
飞一样。不仅仅是阿金费耶
夫扑出了点球，而是整个体
育场的球迷们帮助他扑出了
点球。俄罗斯的胜利，成了全
国人民的节日。

俄罗斯中场球员佐布宁
说：“如果没有球迷的支持，或
者是世界杯不在俄罗斯举行，
现在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
同。”佐布宁甚至认为，球队取
得好成绩，95％都是球迷的功
劳：“他们一直在支持我们，在
第一场比赛之后就把我们推
向前进。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
支持，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原因
全情投入

在过去几年中，针对俄

罗斯球员的指责之一便是他
们不够努力，但这已然成为
历史。在家乡土地上举办的
世界杯中，俄罗斯队已倾尽
全力。

“只有通过坚持、战斗，
我们才能赢得比赛。”与西班
牙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后，前
锋久巴这样描述全队的斗
志。他认为与西班牙队一
役，球队曾在最后时刻命悬
一线，但自我牺牲、纪律和团
队精神能够弥合与对手间的
实力差距。

“我为身在这支队伍中
而感到自豪，每个人都做得
非常漂亮！”久巴说。

原因
战术灵活

准确把握俄罗斯队的战
术体系并不容易。迄今为止
的每场比赛中，东道主都会
针对每个对手调整策略，并
利用对手的弱点。文章认
为，切尔切索夫每场比赛都
在变化的缜密部署已经带来
了成效。

“我们深入分析了西班
牙队。”佐布宁说，“包括他
们怎样进攻、弱点在哪儿、
防守上有什么问题等。我们
明白他们有多擅长进攻，所
以我们抵御并牵制住了他
们。我们几乎没给他们什么
机会。”

原因
强悍身体

俄罗斯队的体能教练格
拉纳罗以及帕尼科夫，日前
受到俄罗斯拥趸们的广泛赞
扬。在本届世界杯的整体跑
动距离、持续对对手施压等
一些环节上，俄罗斯人在数
据排名中处于 32 强的领先
位置。

格拉纳罗说：“过去的两
年里，我们一直试图保持一
种积极的状态。球员们之所
以能在世界杯上展现出良好
的身体素质，源于他们的责
任感和自我约束能力，他们
明白，世界杯是他们展示自
己的最好机会！”

新华社

俄罗斯队为何越战越勇
国际足联点出五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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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走，有人留。如果将

世界杯比喻成一场展销会的
话，那么每一名球员都是展销
会上的一件展品。因为这个特
殊的舞台，一批球员身价飙升，
激起抢购狂欢。八强战还未打
响，转会热已经升温，各种消息
漫天飞舞，“乾坤大挪移”的热
闹才刚刚开始。

C罗或将远走都灵

失意世界杯，伴随着世界
杯结束的，或许还有 C 罗与皇
马近十年的情缘。

这几天，关于 C 罗转会的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总裁出走
都灵，似乎已经只剩下官宣的
最后一步了。

事实上，C罗离开皇马的想
法已经酝酿了很多年，而他和
西班牙税务员的斗争似乎是最
后的导火线。据报道，在几次
法庭听证会上，他声称他想离
开这个国家，有人建议他可以
回到英国。

但相比曼联，葡萄牙人似
乎对意大利更为心驰神往。上
赛季在冠军联赛中与尤文图斯
交锋时，C 罗打进了制胜一球，
当时就连全场尤文图斯的球迷
都全体起立为他鼓掌。随着他
的进球，场上反对者的声音一
下子都没有了，使他感到了轻
松和开心。无疑，他记住了当
时的场景。

“ 这 是 最 美 好 的 时 刻 之
一，”赛后他说，“能在尤文图斯
球场得到如此多观众的喝彩，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时刻。它
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要感谢
所有来到体育场并为我鼓掌的

意大利人。”
转会费、税前薪水和经纪

人分红，要将 C 罗迎来都灵，尤
文需要为 C 罗准备好将近 4 亿
欧元。对于近年来经济一直不
景气的意大利球队而言，这个
数字绝对堪称天价。从这一点
上，也足以体现出尤文对 C 罗
的诚意。

据说，C罗已经开始在都灵
找房子，而有消息称，尤文图斯
主教练阿莱格里已经提前结束
假期返回都灵，他将和俱乐部主
席阿涅利商讨C罗转会事宜。

法国队员成香饽饽

雄鸡高唱凯歌，法国队在
世界杯征途上越走越远、愈战
愈勇，法国队全体成员的身价
也水涨船高，成为转会市场的
香饽饽。

凭借对阵阿根廷强强对话
横空出世的表现，姆巴佩的身
价已经飙升至 2.21 亿欧元，他
甚至有望超越梅西成为全世界
身价第二高的球星。而在 C 罗
转会尤文图斯的消息愈演愈烈
之际，众多媒体也爆出，姆巴佩
有望以2.27亿欧元加盟皇马。

与姆巴佩一样成为转会市
场当红炸子鸡的还有法国队的
年轻后卫帕瓦尔。在对阵阿根
廷比赛中，一脚漂亮的凌空抽
射，帮助法国扳平比分。这一
球让帕瓦尔一战成名，22 岁的
他也引来众多豪门的橄榄枝。

据法国媒体报道，德甲拜
仁、多特和莱比锡均有意引进
现效力于斯图加特的帕瓦尔。
不只是德甲，英超的阿森纳、热
刺和意甲的那不勒斯，也有意

竞争帕瓦尔。据悉，斯图加特
对 帕 瓦 尔 的 报 价 已 经 超 过
5000万欧元。

内马尔身价再飙升

作为本届世界杯为数不多
发挥“正常”的传统强队，巴西
已经成功杀进了世界杯八强，
而他们阵中的王牌内马尔虽然
因为频频夸张的倒地而惹来巨
大争议，但正值巅峰的他身价
进一步飙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多家西班牙媒体透露，
凭借世界杯稳定出色的表现，
内马尔已经获得了皇马的青
睐，西甲豪门甚至愿意为其开
出 3.1 亿欧元的转会费，这比他
去年夏天从巴萨跳槽到大巴黎
的 2.22 亿 欧 元 ，又 涨 了 接 近
9000万欧元。

此外内马尔在巴西国家队
的队友库蒂尼奥凭借世界杯小
组赛出色的发挥，身价也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虽然巴萨今年
冬季才以 1.5 亿欧元的转会费
签下他，但如今法甲土豪大巴
黎已经愿意为库鸟开出 2 亿欧
元的转会费，这位巴西小天王
仅仅半年身价又再度飙升了
5000万欧元。

不仅仅是成名的巨星，一
些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草根球星
通过本届世界杯同样名声大
噪。凭借世界杯揭幕战的一战
成名，俄罗斯的“罗伊斯”戈洛
文已经被尤文、切尔西、巴萨等
豪门追逐。世界杯前尤文曾计
划以 2000 万欧元签下他，但如
今切尔西已经为戈洛文送上了
4000～5000万欧元的报价。

腾讯体育

世界杯成了球员展销会

C罗姆巴佩内马尔或投奔新东家

C罗转会尤文传得沸沸扬扬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