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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伦 比 亚 4：1日 本 队
希 腊2：1科特迪瓦队
乌 拉 圭1：0意 大 利 队
哥斯达黎加0：0英 格 兰

绅士的落寞
尽管没有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和法拉利!但意大利人还

是习惯的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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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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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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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

地走在纳塔尔的海边!绅士般的享受着巴西的风情和惬意"

但斜刺里掩杀出的苏亚雷斯毫无防备的撕咬! 让蓝衣军团

多年筑起的奢华顷刻间猝然碎落"又一个世界杯冠军走了!

不经意间裹挟着苍老的布冯和忧郁的睡皮"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战胜英格兰队之后!意大利

人像是被美洲大陆施了魔法! 他们不再像那个米兰时装周

上从容不迫的名模!无数镁光灯带来的晕眩让世界上最会

摆
&-./

的男人们也乱了方寸! 皮尔洛和巴洛特里之间

仿佛被莫名的屏蔽" 如果说皮尔洛是意大利球场上最后

的达#芬奇!那么他一定希望马尔基西奥和维莱蒂!可以像

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一样辅佐他实现意大利足球最后的文

艺复兴"但是这一切从哥斯达黎加的爆冷开始!戛然止于乌

拉圭人屡教不改的$一磕%&

乌拉圭队长戈丁在本场比赛的头球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这其中当然包括那个$销魂的后背%带来的得分&但是真正撕

开整个意大利防线的不是那个诡异的进球!而是苏亚雷斯昔

日重现的$一磕%& 这一口不仅咬破了基耶利尼的肩膀!也咬

断了意大利防线始终紧绷的神经& 这$一磕%!是乌拉圭
0

号

头顶基耶利尼的连带动作!但却比齐达内的那一次得不偿失

来的更加直接有效& 苏亚雷斯给全意大利人上了生动的$一

磕%!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当然还有那张红牌!以及马尔基西奥的冲动&从慢镜头

显示这张红牌应该没有争议&下半场伊始!普兰德利本想着

可以让马尔基西奥像米开朗基罗塑造'大卫(一样!为因莫

比莱提供更好的机会! 但是这张红牌不仅让所有的部署落

空!也间接地为乌拉圭人吹响反攻号角提供了极大的暗示&

有着$南美瑞士%之称的乌拉圭显然不会在生死时刻甘于接

受安逸般平局的命运&

不得不说!意大利人为自己本场比赛绅士的球风付出了

代价& 双方上半场不温不火的比赛!为乌拉圭人积攒了最后

12

分钟冲刺所必需的力量& 普兰德利
324

的后场布置沿袭

了尤文图斯稳固的防守体系!但是太过毫无侵略性的战术没

能给乌拉圭人带来太多的压力!反而给下半场的疯狂提供了

很好的温床&这就像!正当意大利人在幕后穿好西服!系好袖

口!整好领结!准备登台开唱的时候!却发现曾经深受意大利

歌剧影响的乌拉圭乐人早就占领了舞台!激情地开唱!抢尽

了风头& 留下的只剩下无限的伤感和空虚的寂寥&

落寞从大赛的伊始就成为了欧洲人在本届世界杯的主

旋律!从西班牙到英格兰再到意大利!从哈维到兰帕德再到

皮尔洛!大师逐个谢幕!绅士逐个退场!在南美热辣海风劲

吹的季节!落寞就是夹杂其中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沁人心

脾!让人瞬间清醒!却又黯然神伤& 孙梦维

意主帅
普兰德利辞职
足协主席亦递交辞呈

昨日意大利小组赛最后一轮输给乌拉圭，小组直接出
局。赛后普兰德利在发布会上直接宣布自己为失利承担责
任，将辞去国家队主帅职务。
“我承担我的责任，我已经和(意大利足协)阿贝特主席

谈过，也就辞职这个决定进行了交流，我将辞去主帅的职
务。”普兰德利说。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意大利刚刚与普兰德
利完成了续约，他原本将会直接执教到欧洲杯之后，不过他
说：“续约之前我和足协也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后我们遇到
了这些打击，现在这已经成为了一场政治表演，我们感觉是
纳税人被偷走了钱一样，这就是我要辞职的原因。”
《全市场》表示，意大利足协已经同意了普兰德利的辞

呈，“从今天开始，普兰德利就不再是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
了。”同时，足协主席阿贝特也已经递交了辞呈，他将和普兰
德利一同离任。

4年前南非世界杯意大利失利之后，里皮离任，普兰德
利接过帅位开始重建球队，并且召入了巴洛特利、维拉蒂、
德希利奥和因莫比莱等年轻人，重新启用了卡萨诺等老将，
在2012年的欧洲杯上，普兰德利率领意大利闯进决赛，令
人刮目相看，但这一切成绩在本届世界杯最终都以失败告
终。 卞卡

意大利被“咬”黯淡出局
希腊神首胜成功突围

“苏牙”又咬人啦？在昨日凌晨进行
的巴西世界杯小组赛 D组的一场生死
之战中，乌拉圭球星苏亚雷斯疑似再度
咬人。但不管国际足联调查的结果如何，
乌拉圭队 1：0战胜意大利队小组出线
已成定局，欧洲两大豪门意大利队和英
格兰队黯然出局。英格兰0：0战平哥斯
达黎加，仅积1分小组垫底。昨日进行
的C组小组赛中，哥伦比亚4：1横扫日
本全胜晋级16强；希腊队在伤停补时
阶段点球绝杀“非洲大象”科特迪瓦，争
得小组出线的第二张门票。

在“死亡之组”D组中，公认的“鱼
腩”哥斯达黎加奇迹般击败意大利和乌
拉圭提前出线，迫使意、乌两队必须在小
组赛最后一轮决战抢夺另一出线名额。
本该是一场殊死较量，但整场比赛却如
同巴西湿热的天气一样沉闷，双方锋线
上的“巴神”和“苏神”在上半场都没有太
抢眼的表现。下半场比赛一开始，一张黄
牌在身的巴洛特利被替换下场，比赛被
乌拉圭队彻底接管。第59分钟，马尔基
西奥因为踢向里奥斯的小腿，被裁判红
牌罚下。少一人的意大利队干脆全线退
防，力求保住平局出线。第78分钟，意
大利禁区出现戏剧性的一幕。苏亚雷斯
与基耶利尼同时倒地。慢镜头回放显示，
“苏牙”疑似咬了基耶利尼的肩膀，这名
意大利后卫拉开球衣给裁判看其“伤
处”，但裁判对苏亚雷斯的这次犯规没有
任何表示。全力进攻的乌拉圭队在第81
分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戈丁在球门
前用肩膀顶入一球，比分变为1：0。这粒
进球将意大利队送回老家。35岁的皮尔
洛就此告别世界杯。

尽管晋级无望，但“三狮军团”渴望
在谢幕战中挽回一丝颜面。此役英格兰
队派出了“大换血”的首发阵容，除了中

后卫卡希尔和中锋斯图里奇
外，其余9名队员均为第一
次首发，其中7名球员均为
首次在巴西赛场亮相，包括
已进入职业生涯晚期的切尔
西中场兰帕德。但“大换血”
并未改变英格兰队的运气，
正常比赛 8次射门无一转
化成进球。哥斯达黎加队此
役表现大不如前两场，全场

比赛只有4次射门，且很少威胁到
英格兰队大门。0：0，双方互交白
卷，英格兰拿到了巴西世界杯第一
个积分，也是最后一个积分。“三狮
军团”低调地结束了世界杯之旅，在
看台球迷的送别歌声中，由杰拉德
和兰帕德组成的“双德中场”完成了
谢幕演出。

在C组的较量中，“希腊神话”
再次上演。凭借补时点球绝杀，希

腊人2：1惊险战胜科特斯瓦，成功
小组突围。希腊全场表现并不占
优，且运气很差，不仅早早便有两
人受伤下场，90分钟内还有 3次
击中门柱。但幸运女神眷顾“希腊
诸神”，伤停补时阶段，希腊队获得
点球，萨马拉斯操刀命中，希腊人
最后时刻“绝杀”“非洲大象”，挺进
16强。

三战全胜的哥伦比亚队以 C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1/8决赛；日本
队则2负1平小组垫底。尽管最后
一轮小组赛前，日本队仍踌躇满志，
希冀赢得一场胜利，然而1：4不敌
哥伦比亚队让这支亚洲球队彻底没
了底气。

淘汰赛中，C组头名哥伦比亚
将迎战 D组第二的乌拉圭；C组
次名希腊对阵 D组“死神”哥斯达
黎加。 本报综合报道

“苏牙”禁赛恐难免
国际足协调查“咬人”事件

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
“咬人”事件成为巴西世界杯
的热议话题，国际足联昨决
定调查“苏神”的“咬人”事
件。一旦苏亚雷斯被确定是
故意咬人，无疑将被禁赛，必
须跟巴西世界杯说再见。

在对阵意大利比赛中，
苏亚雷斯在与基耶利尼无球
对抗中出现“苏牙”疑似咬人
一幕。当时基耶利尼向裁判
抱怨，并展示了肩膀上的牙
印，但墨西哥主裁没有理会。

这件事成为赛后媒体热
议的焦点，国际足联也决定
调查此事。苏亚雷斯本人赛
后也没有否认咬人行为，只
是解释是对手肘击他的眼部
在先，要求调查者需要考虑
赛场的实际情况。目前看，苏
亚雷斯的咬人动作有主观故
意，因此被国际足联禁赛的

可能性很大。
“苏神”在赛场上并不省心，

2010年在效力荷兰阿贾克斯
时，就咬过埃因霍温球员导致被
禁赛。在英超利物浦，他因为以
种族歧视性语言攻击曼联球员
埃弗拉被禁赛。考虑到他的前
科，被国际足联“定罪”的可能也
较大。

国际足联允许苏亚雷斯和
乌拉圭足协在当地时间25日下
午5点前提供说明材料，解释当
时的情况，并表明他们的立场。
如果书面证明不能有效说服国
际足联苏亚雷斯并非故意，或对
手首先有挑衅和攻击行为，“苏
神”这次还得禁赛。

媒体拍摄到的照片显示基耶
利尼肩上的确有咬痕，图片也捕
捉到了苏亚雷斯“咬人”后坐在地
上捂着嘴。基耶利尼接受意大利
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苏亚
雷斯没被停赛就太可笑了。这不
是明摆着的事实嘛。他（苏亚雷
斯）后来明显沉寂了，因为他非常
清楚地知道，他做了不该做的事。”
谈到“咬人”，苏亚雷斯反驳说：“这
种事在球场上经常发生，不要太
当回事。我们当时是在球场上比
赛，他用肩膀猛地撞了我一下，你
看我的眼睛不也受伤了。”

“太极虎”为荣誉而战

阿尔及利亚队迎战俄罗斯
队的同时，“太极虎”韩国队将在
H组最后一轮比赛中挑战欧洲
“红魔”比利时队。两战过后仅
积一分小组垫底、理论上出现
可能微乎其微的“太极虎”面对
实力高于自己、已经获得小组出
现的比利时队，获胜甚至打平都
是奢望，只能为荣誉而战。

巴西世界杯，韩国球迷对
本国球队充满了期待。在“太极
虎”以1：1逼平俄罗斯队后，甚
至有近70%的球迷相信韩国队
能够获得小组出线，杀入十六
强。然而，22日以2：4被“北非
之狐”阿尔及利亚队狂虐，基本
上已经宣布了韩国队本届世界
杯之旅的终结。

以目前的情况来分析，韩
国队获得小组出线只有这样的
可能，那就是大比分战胜比利
时队，同时俄罗斯队在另一场
比赛中打平或者战胜阿尔及利

亚队，通过与俄罗斯队或者阿
尔及利亚队拼净胜球韩国队胜
出。不过，以球队实力和在世界
杯赛场上前两场小组赛的表现
来看，韩国队想要大比分战胜
比利时队简直就是“天方夜
谭”。世界杯赛前韩国队5场热
身赛只打入过2球，来到巴西，
进攻乏力仍然是让韩国队头疼
的一大问题。在两场比赛中丢
了5球的韩国队后防线被对手
轻轻松松就能撕破，门将郑成
龙梦游般的表现更是让韩国球
迷提心吊胆。

反观比利时队，尽管两场
比赛还没进入最佳状态，且进
攻章法略显简单，但球队对于
比赛的控制力已经逐渐显现，
队内三条线上人才济济，进攻
上默滕斯的速度和阿扎尔的
天赋逐渐闪现，防守上孔帕尼
的经验和库尔图瓦的稳健也
展现了出来，关键时刻更是有
奥里吉耶这样的球员灵光乍
现，两场绝杀对手虽有一定偶
然因素，但“欧洲红魔”的实力无
人能够否认。最后一场对阵韩
国队，比利时队已经毫无压力，
只要打平就确保小组第一出
线。没了任何包袱的“欧洲红魔”
也许会发挥更好，对韩国队大
开杀戒不是没有可能。

据新华社

“北非狐”或以攻代守
“北极熊”需放手一搏

H组最后一场比赛

明日进行的H组最后一场
比赛，“北非之狐”阿尔及利亚
队将迎战“北极熊”俄罗斯队，
双方均有小组出线的可能性，
但均没有小组出线的把握，因
此一场殊死搏斗将在所难免。

阿尔及利亚队形势稍好，
在战胜韩国队之后手握3分，
理论上来说，只要逼平俄罗斯
队，同时韩国队无法战胜比利
时队，那么阿尔及利亚队就将

出线。俄罗斯队则必须取胜，手
中只有1分的“北极熊”若跟对
手踢成平手，那将意味着卷铺
盖走人，提前备战2018年俄罗
斯世界杯。

对阵目前这支攻击力并不
算强大的俄罗斯队，以攻代守或
许是阿尔及利亚队的最优选择，
因为与攻击线相比，阿尔及利亚
队的防线的确不那么让人放心。

俄罗斯队主教练卡佩罗最

近的压力很大，前两场比赛只拿
到1分让这位名帅最后一场比赛
只有取胜一条路可走。毫无疑问，
在严谨的卡佩罗的带领下，俄罗
斯队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股洒脱
和灵性，变成了一支崇尚纪律、崇
尚程序的铁军。有媒体形容卡佩
罗“毁掉了荷兰人希丁克和艾德
沃卡特留下的传统，抽走了足球
的灵魂”，他本人对于实用足球的
推崇倒也毫不掩饰，“我们会用一

切可能的方法去获得胜利，如果
我们能靠点球获得所有比赛的胜
利，那么我也会很高兴。”卡佩罗
说。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卡佩罗将
不得不加强进攻，科尔扎科夫、扎
戈耶夫等实力派球员能否首发登
场也将是一大看点。

从实力上看，双方在伯仲之
间，临场发挥和战术针对性将成
为决定比赛的胜负手。

据新华社

乌拉圭夺冠
赔率骤降

南美6强围剿欧洲

意大利昨在与乌拉圭的生死战中败
下阵来。至此，欧洲豪强西班牙、意大利
和英格兰都已回家。最新夺冠赔率中，逆
袭晋级的乌拉圭一战回魂，赔率下降1
倍还多。赔率榜前10中已有6支南美
球队，欧洲处于下风。

意大利如同国足一样，倒在了“打
平即出线”的心理魔咒上。用高开低走
来形容意大利的世界杯之旅，一点也不
为过。虽然分在了死亡之组，但首轮绝
杀英格兰后，意大利的出线赔率来到过
1赔1.05以下。可是看似稳稳的晋级，
却连续输给了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痛
失好局。

乌拉圭在首轮爆出大冷门之后
迎回了苏亚雷斯。结果他们连胜英格
兰和意大利，成功从死亡之组中突
围。在与意大利交战至 70分钟时，乌
拉圭夺冠赔率还保持在 1赔 67。就
在 20多分钟后，乌拉圭跻身 16强，
他们的夺冠赔率也大幅下降，来到了
1赔 29，从出局的边缘又奇迹般地爬
了回来。

夺冠赔率的前10名中，南美球队占
据6位，巴西1赔4位列榜首，阿根廷1
赔5次席。欧洲球队占据4位，德国1
赔5与阿根廷并列。亚非球队都名列孙
山。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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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队员金信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