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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之王夺铜牌成色十足
桑巴军团坠深渊南柯一梦

! !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世界杯季军

战在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展开，无冕

之王荷兰
!

：
"

完胜东道主巴西，夺得

第三名。凭借着范佩西开场
!

分钟的

“闪电”破门与布林德第
#$

分钟的抽

射得分，荷兰队主导了与东道主巴西

队之间的世界杯季军争夺战，补时阶

段小将维纳尔杜姆锦上添花，将比分

锁定在
!

：
%

，橙衣军团在夺得世界杯

第三名的同时，也令巴西人最后的梦

想再次落空。巴西也改写了东道主失

球纪录
&'(

球
)

。

面对这场“鸡肋”之战，双方赛

前都摆出了积极的姿态，范加尔放

话，荷兰要以（
*%

内）不败战绩离开

世界杯，而斯科拉里则表示，巴西队

仍有梦想，那就是赢得世界杯第三

名。然而从比赛状态来看，荷兰人显

然准备得更加充分，他们全场仅
+

脚射门就令对手城门
!

次失守，效

率依旧惊人，而巴西队尽管占据了

,+-

的控球率，却始终破门乏术，最

终再次主场饮恨。

巴西与荷兰在过往的世界杯上

共有
(

次交手，双方各胜两场，可谓

旗鼓相当，最近一次交锋发生在上

届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当

时荷兰队以
.

：
'

力克巴西晋级，并

最终杀入决赛。

此役，范加尔继续排出
,!.

阵

型，罗本和范佩西突前，誓将防守反

击进行到底。斯科拉里则对首发阵

容做出了较大调整，巴西队以
(.!'

阵型出战，拉米雷斯、威廉和奥斯卡

组成中场进攻三人组，前锋若顶替

弗雷德出任“单箭头”。

开场仅仅
.

分钟荷兰队就率

先发难，罗本突入禁区，形成单刀面

对门将，席尔瓦无奈之下将罗本拉

倒，裁判果断吹罚点球，范佩西主罚

点球抽射球门右上角得手，荷兰队

开场
!

分钟即取得
'

：
%

领先的梦幻

开局。第
'$

分钟，巴西队城门再告

失守，荷兰队德古兹曼右路直插下

底传中，大卫·路易斯头球解围，不

慎将球回顶到点球点附近，荷兰队
,

号布林德截得皮球一脚劲射，皮球

直蹿球门右上角，比分变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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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场巴西球迷鸦雀无声。

整个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显

得“雷声大，雨点小”，控球时间达到

,$-

，
/

次射门
(

次射正，但没有形

成必杀的机会，反倒是荷兰队打得

更为高效，
(

次射门就有
.

球入账。

易边再战，双方都加强了中场

兵力投入，巴西队用费尔南迪尼奥

与埃尔纳内斯替下古斯塔沃和保

利尼奥，继续加强中场拼抢，比赛

越发陷入胶着。第
*'

分钟，荷兰队

$

号扬马特套边下底传中，
.%

号小

将维纳尔杜姆中路包抄扫射破门，

将比分锁定在
!

：
%

。

终场前，范加尔将最后一个换

人名额给了第三替补门将沃尔姆，

他替下主力门将希尔森，完成了个

人在世界杯上的首次登场亮相，而

巴西人最后的救赎机会也随着终场

哨响彻底宣告破灭。本报综合报道

世界杯季军争夺战

荷兰把鸡肋赛
变完美告别赛

! ! !

关于世界杯季军争夺!多年来都伴随着取消的呼声"因

为刚从半决赛被淘汰心境落寞无心恋战! 而三四名没有本

质的区别" 上世纪
!"

年代法国两次争季军!普拉蒂尼都因

为极度失望而选择不放弃不力争" 作为这次主角荷兰也有

放弃的前科!

#$$!

年互射点球输给巴西后! 荷兰面对克罗

地亚有一定优势! 但对季军的不在乎和克罗地亚对季军的

渴望!使实力逆转" 荷兰队上了不少替补!岑登虽然打进精

彩远射! 但普罗西内茨基和苏克的进球终于令克罗地亚足

球队收获了独立之后的首个国际大赛奖牌! 也令苏克拿到

了金靴奖"

而这次荷兰对于鸡肋比赛的结局也曾经抱着无所谓的

态度"上一场荷兰惜败阿根廷后!罗本等沮丧地说季军之争

没什么意义了!让人们觉得荷兰可能又要故伎重演"相反巴

西急需一场胜利来为自己挽回一些面子"

开场后没想到的是荷兰人想通了!架势是不想放弃!可

能悲伤过后再三思量还是要为国家荣誉而战"开场不久!范

佩西护球转身直塞! 罗本用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前插形成单

刀!蒂亚戈#席尔瓦追不上不得不把罗本拉倒!裁判吹罚点

球!范佩西踢出一个势大力沉的左上角!使桑巴军团早早丢

球!也等于把斯科拉里放在深渊里再踹上一脚"

当然这个点球充满争议! 巴粉认为罗本被拉倒后才从

禁区外摔在禁区内!而经常看欧洲联赛的球迷则说!这在欧

洲绝对点球而且席尔瓦肯定红牌"

巴西的确像中了邪!上一场兵败如山倒!这一场也是找

不到进球的感觉" 这样的表现让人觉得能进入半决赛已经

便宜了他们"第
#%

分钟!荷兰德古兹曼右路突破!巴西没能

阻截!他下底传中!身经百战的路易斯头球解围竟然顶到点

球点附近的荷兰布林德脚下! 布林德从停球到从容一脚劲

射打进球门右上角!其动作一气呵成!很像巴西球员的潇洒

技艺!而巴西球员技艺却相形见绌了"

此时基本大局已定!虽然时间还长!但没有人相信这个

巴西队还能翻盘" 后来巴西奥斯卡禁区内的假摔有点黔驴

技穷!如果中超裁判没准儿还真骗成了!但在世界杯只能吃

一张黄牌"

直到
&

$

"

! 荷兰的出色表现更让人感到这个足球国度

的悲情色彩%荷兰的&黄金一代'罗本(范佩西(斯内德(亨特

拉尔(库伊特等都已年过三十!巴西可能是他们世界杯之旅

的告别战!想起下届世界杯很可能没有他们的身影!不免怅

然若失%球迷们感谢他们的精彩表现!并预祝荷兰早日摘掉

无冕之王的沉重帽子%

斯科拉里曾经是巴西人感谢的好教练!

'""'

年他带队获

得韩日世界杯冠军!又去葡萄牙带队获得欧洲杯亚军% 他其

实真不该接这支巴西队! 一方面这个巴西队无法与大小罗(

里瓦尔多(卡洛斯(卡福时代的巴西队相比!另一方面斯科拉

里的固执与呆板加深了巴西的不足% 他太想在本土再拿一次

冠军了!没想到摧毁性的失败让他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看台上一名巴西球迷打出的标语代表了巴西球迷的心

境!也折射出教练员命运的多舛$&大菲尔
(

斯科拉里
)

!谢谢

你
'**'

年所做的) 但希望再也别见到你了) ' 金汕

7月13日战况
季军争夺赛

荷兰 3：0 巴西

本届执法决赛
下届球队夺冠

! !

国际足联昨日凌晨对外宣布，意大利人尼科拉·里佐利

将执法本次世界杯的决赛，这是意大利人第三次担任世界

杯决赛的主裁，有意思的是前两次意大利人担任决赛主裁

后，他们球队都在四年后的世界杯中夺冠。

里佐利是现今意大利最好的裁判，此前也曾多次执法

米兰德比、尤文对阵
01

米兰等重要赛事。
.%''

年他在鸟巢

执法了
01

米兰与国际米兰之间的意大利超级杯，
.%'!

年

执法了欧冠决赛。

里佐利是历史上第三位执法世界杯决赛的意大利人，

此前塞尔吉奥·贡内拉和皮埃路易吉·科里纳分别执法了

'*$+

年阿根廷与荷兰及
.%%.

年德国与巴西之间进行的决

赛。而在两次执法的四年后，意大利队分别在
'*+.

年和

.%%/

年夺得世界杯冠军。

如果定律能够延续，意大利队将在
.%'+

年俄罗斯世界

杯上夺冠。 天蓝

意大利的裁判定律

斯科拉里挂帅
C罗巴神中枪

! !

巴媒《环球体育》昨评选出了本届巴

西世界杯的“最差阵容”，根据球员的名

气和实际发挥对比，《环球体育》选出的

这首发
''

人和主教练均是大牌，虽然有

的球队进入到四强，但在巴媒看来，他们

的几位球员整体表现惨不忍睹，巴西队

和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一样，
(

人入选该

阵容，成为最大输家。

阵容中有
(

个巴西人，分别是后卫

阿尔维斯，中场保利尼奥，前锋弗雷德和

主帅斯科拉里，阿尔维斯糟糕的表现后，

被彻底挤出了首发位置，和他有相同命

运的则是保利尼奥，前锋弗雷德更是被

媒体和球迷批得毫无尊严，至于斯科拉

里，他被认为是
'

：
$

失利的最大责任人。

守门员的位置归属西班牙门神卡西

利亚斯，顶着世界第一门将的光环，卡西

利亚斯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堪称噩梦，
'

：
,

输给荷兰队的比赛，他更是被对手戏弄。

和他一同入选的还有后防队友皮克和阿

尔巴，巴萨两将同样要为惨败出局负责，

而中场的阿隆索也在该阵容中，卫冕冠

军西班牙队同样
(

人入选。

葡萄牙小组出局，队中最大牌的
1

罗和佩佩在这份阵容中，前者未能帮助

球队力挽狂澜，和金球先生身份不符，后

者更是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直接申请

一张红牌。意大利队的巴洛特利和英格

兰队的杰拉德，因为球队小组出局，而被

球迷称为罪人，巴神甚至被队友埋怨，而

杰拉德的送礼成就了前队友苏亚雷斯的

光辉。

“最差阵容”（
(2!2!

）具体为：卡西

利亚斯；阿尔维斯、皮克、佩佩、阿尔巴；

阿隆索、杰拉德、保利尼奥；
1

罗、弗雷

德、巴洛特利；教练斯科拉里。 艾马

范尼晒荷兰奖牌
! ! ! !

巴西世界杯三四名

决赛昨日落下战幕，荷

兰
!

：
%

完胜东道主巴西

获得季军。赛后，荷兰前

国脚范尼斯特鲁伊在社

交网站上晒出荷兰队的

铜牌，并写道
3

“从
.%$

个国家中脱颖而出杀入

世界杯，我们最终获得

第三名。好样的！你让我

们自豪！”

外媒评世界杯最差阵容：

———世界杯上崛起的新势力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 !

他们在世界杯上给观众带来

了惊喜，他们造就了“最混乱”的

世界杯小组赛，他们中的不少球

员以“菜鸟”身份而以球星表现震

惊观众。而在未来，我们或许可以

看到他们更精彩的演出。他们，就

是巴西世界杯上的新鲜力量。

智利———年少万兜鍪
当智利在世界杯上同西班

牙、荷兰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多

认为这支南美球队充其量只是

欧洲豪门争夺小组第一的搅局

者。然而，在首场轻取澳大利亚

之后，智利人又用
.

：
%

击沉“无

敌战舰”西班牙来证明自己并不

只是来邻国观光旅游。

这种心气在智利与巴西的

八分之一决赛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尽管巴西中卫路易斯早早破

门，但智利并没有自乱阵脚，依

然坚持短传与边路进攻相结合

的打法，在扳平后与东道主周旋

到点球大战的最后一轮，失利亦

是英雄。

智利在本届世界杯上令人

眼前一亮，并不仅仅是依靠“矿

工精神”。在教练圣保利的带领

下，球队的战术素养也有了很大

提高。虽然在南非世界杯上，阿

根廷“疯子”贝尔萨扯起的
!(!

大旗就颇具攻势足球风格，但更

多依然是凭借球员的天赋和“混

不吝”的冲击力去踢球，与本届

大赛的攻守平衡相去甚远。

本届世界杯，虽然旗手比达

尔因伤缺席了大部分比赛，但桑

切斯、梅德尔和布拉沃领衔的中

轴线攻守兼备，以他们的年龄，

如果保证健康，再战一届世界杯

依然在最佳年华。更何况明年的

美洲杯就将在智利举行，已确定

留任的圣保利，如果能带领东道

主取得佳绩，那么智利在“双萨”

之后将再度开启一个黄金年代。

哥伦比亚———气
吞万里如虎
如果说风格更欧化的智利让

人们看到了美洲球队在凭天赋踢

球外的另一种可能，那么他们的

南美同行哥伦比亚，则在巴西把

天赋展现到极致———无论是进球

配合，还是进球后的舞蹈。

阿根廷人佩克尔曼从来不

是战术大师，但却有提拔年轻人

的绝活。本届世界杯，尽管当家

球员“老虎”法尔考缺阵，但金特

罗、奥斯皮纳在队中快速成长，

在比赛中扮演重要角色。再加上

正值当打之年的马丁内斯、阿吉

拉尔，以及老将耶佩斯，合理的

年龄结构让球队既朝气蓬勃，又

沉稳老练。

当然，哥伦比亚最大的发

现，还是“娃娃脸”杀手罗德里格

斯。如果最终能以
/

球荣膺世界

杯射手王，对于第一次参加世界

杯的“
4

罗”来说，不仅可能在未

来转投比法甲更大的平台，而且

在追赶梅西和
1

罗的道路上也

会跑得更快。

哥伦比亚给人以惊喜，更多

源于其流畅的进攻。无论是面对

技术流的日本，还是上届四强乌

拉圭，“神鹰”都能游刃有余轻松

过关。要知道，球队一共取得的

'.

个进球，有一半来自阵地进

攻。在反击与定位球越来越成为

国际足坛高手对决的“杀器”时，

哥伦比亚能够坚持耐心渗透进

攻的打法，给国际足坛带来了几

丝清凉之风。

比利时———日出
江花红胜火
平均年龄是最年轻的

,

支

球队之一，平均身价是最昂贵的

,

支球队之一，两项排名就定义

了比利时的巴西世界杯之旅不

寻常。
.+

年之后再次闯入世界

杯八强，“欧洲红魔”虽最终倒在

淘汰赛经验更为丰富的阿根廷

面前，但已不留遗憾。

平心而论，在维尔莫茨的调

教下，本届世界杯上的比利时在

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打出流畅

的进攻，阿扎尔、费莱尼、卢卡库

等人的表现也称不上出色。即便

如此，球队在小组赛还是以绝对

实力碾压了对手，可见这支天才

球队的恐怖之处。

遗憾的是，球队直到被淘汰

也没有找到最适合的进攻手段。

不过，留给比利时队的时间还有

很多。世界杯之后，队中的奥里

吉耶、默滕斯、德布鲁因等人很

可能登陆欧洲豪门球队，再加上

本来就效力于一流强队的队友

们，比利时在进一步提升总身价

的同时，也有时间通过不久之后

的欧锦赛预选赛继续磨合阵容。

虽然过多球员效力于英超，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打法的多

元化，但随着这批球员日渐茁壮，

应该能得到更多豪门的橄榄枝。

假以时日，在战术执行力更强之

后，也许这支球队的上限就不仅

仅是
'*+/

年那支“红魔”的成就，

而真正成为国际足坛不可小觑的

实力派。 新华社记者 郑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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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队球员查#阿兰吉

斯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

比利时队球员德#默滕

斯庆祝进球%

#

哥伦比亚队首发球员

在
'*#+

年巴西世界杯小组赛

,

组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

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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