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姆巴佩有来日方长，但格列兹曼只有当下

“背叛”的C罗同样在书写忠诚

没有万众期待的对攻，没有
刀光剑影的拼杀，在你保守、我谨
慎的节奏中，法国队的带刀侍卫
乌姆蒂蒂以一记头槌敲开了比利
时的大门。圣彼得堡的这个夜晚，
有人说属于时隔12年后闯入决赛
的高卢雄鸡、属于他们的指挥官
德尚、属于进球功臣乌姆蒂蒂，但
在我心里，这个夜晚更属于那个
为乌姆蒂蒂送出助攻的格列兹
曼。

与其他球星相比，世界杯开
赛的格列兹曼就赚足了噱头———
让巴萨苦等、让马竞苦留，法国小
王子顺势带着球星的光环来到俄
罗斯，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身
边的后辈姆巴佩却一夜爆红，自
己只得沦为了配角。

不用嫉妒，也不用羡慕，因为
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格列兹曼也
品尝到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滋
味。

人性向来热衷于追逐一切新
鲜的事物，格列兹曼当然也明白
这一点，所以眼看着小组赛成了
姆巴佩的表演秀，慢热的他默默
地积攒着力量。当淘汰赛的号角

吹响，在阿根廷人面前先拔头筹，
在乌拉圭人面前一传一射，如今
在比利时人面前展现出了自己精
湛的定位球技术，场场成为关键
先生的格列兹曼带领法国队杀入
了决赛。聪明、直接、霸气的法国
小王子，在用行动向世界宣告究
竟谁才是法国队真正的当家球
星。

他不高，但真的帅。英俊的
脸庞、精致的五官以及法国男人
特有的儒雅气质，再加上出众的
球技，着实一直吸引着我的好奇
心。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抱着跟我
一样的看法，相比于球技，我更
愿意聚焦格列兹曼帅气的容颜

特写和真实的情感爆发。10年因
年少轻狂被国家队狠心开除后
的觉醒，2014年世界杯止步8强
后潸然泪下的悲伤，2016年欧洲
杯半决赛复仇德国队后难以抑
制的激动，这一路品尝过酸甜苦
辣的格列兹曼已经沉淀出了最
好的自己。

现在，27岁的格列兹曼显然不
能像姆巴佩一样与时间为友，“生而
为人，既要有做梦的勇气，也要有实
现梦想的能力。”格列兹曼已经做到
了这句来自《小王子》的作者埃克苏
佩里的经典名言，此刻，法国小王子
等待的就是梦想成真得那一刻。

（本报实习生 石玉）

世界杯半决赛激战正酣，欧洲
足坛平地炸出一声惊雷：C罗转会
尤文，新赛季正式告别伯纳乌。而
就在一个月之前，皇马新帅洛佩特
吉还称希望C罗可以留在球队。

被问到C罗的转会时，正在莫
斯科参加传奇老将杯慈善全明星
赛的“罗马王子”托蒂说，“很高兴
见到他在意大利。”

为什么媒体会把这个问题抛
给已经退役的托蒂？意图很明显：
两个同样伟大的球星，一个是忠诚
的代名词，另一个则选择了“背
叛”。

狼王托蒂出生于罗马，13岁那
年的夏天，带着梦想加盟了罗马青
年队。3年之后，他成为了罗马队史

第三年轻的登场队员。此后的25年
间，他一共为罗马786次出场打进
307球，帮助球队拿到1次意甲冠
军、2次意大利杯冠军和2次意大利
超级杯冠军。这是一段绝对壮丽的
职业生涯，更是一段用热血和青春
谱写的忠歌义曲。

一个人，一座城，一支队，一生
情。托蒂的名字就叫做忠诚。

对比之下，C罗经历了多支球
队，从里斯本、曼联、皇马，如今流
浪到了尤文。如果不出意外，这一
站会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站。每一
次他的转会，都会遭来铺天盖地的
谩骂和嘲讽，质疑他的背叛。

对于俱乐部球迷来说，之前对
C罗有多爱，后来就有多恨。就像曼

联球迷说的，论忠诚，C罗只是曾经
效力曼联的皇马球员而已。现在，
皇马球迷可能会说，论忠诚，C罗只
是曾经效力皇马的尤文球员而已。

其实转会的球员有很多，只是
球迷太喜欢这个高度自律、能左右
比赛、能一个人扛着国家队往前冲
的现象级巨星。

回首往事，C罗在皇马效力的9
年，共为球队出战438场比赛，打入
450粒进球，为伯纳乌带来了16座
冠军奖杯，包括欧冠三连冠这样的
丰功伟业。

尽管他离开了原来的球队，但
他却选择了对信念的坚守。“不要
和我谈忠诚，我只忠于足球本身。
我从不认为自己会在某个俱乐部

终老，无论在里斯本，曼联或者皇
马都是如此。”因为热爱，他一直忠
诚于足球。

对于C罗，其实我们应该多一
点包容，别让怨怼蒙蔽了双眼。托
蒂的忠于罗马和C罗的忠于足球同
样值得尊重。就像我身边一个曼联
铁粉儿得知C罗转会时说得那样：

“我记忆中的你，还是一袭红衣。血
色浪漫梦开始，那年你十八岁。”

（本报首席记者 王健）

爱耍“小聪明”的姆巴佩成不了巨星
在法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半

决赛开始前，关于19岁的超新星姆
巴佩和“扎球王”阿扎尔谁能更胜
一筹成了热门话题。最终结果出来
了，姆巴佩占了上风，只不过这风
头出得有点“另类”。

伤停补时第二分钟，1：0领先的
法国队前场控球，姆巴佩在角球区
拿球准备拖延时间，却将球带出底
线，但“调皮”的姆巴佩竟将球故意
扔到场内，还带了几步，后被比利
时众将包围，还因拖延时间吃到了

一张黄牌。
一个小插曲几乎让人们忘记

了姆巴佩整场比赛的惊艳表现，边
路超车、后脚跟传球都被戴上了

“演技太差”的帽子。想到之前对阵
乌拉圭队时姆巴佩的夸张倒地，越
来越多的球迷质疑天才少年“学坏
了”。

在瞬息万变的足球赛场上，
想要守住胜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因此在领先时如何拖延时间
便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战术。虽

然对球迷来说有些“不厚道”，但
像角球旗护球、伤病拖延、战术换
人等合理通过规则消耗时间其实
是被默许的。

但这也只是限于“正确的姿
势”，我们不如看看博格巴的示范。
补时最后时刻，“波巴”在角球旗护
球拖延时间，缠斗中将球碰出底
线，他先是坐在地上示意对方犯
规，未得到球权后假装起身干扰比
利时球员快速发球。在一整套动作
完成后，“波巴”看了一眼裁判，快速

起身回防。
既拖延了时间，又不吃牌，姆

巴佩真应该好好学学博格巴这本
“教科书”。

然而，学会了这些可能会赢得
胜利，但却难赢“口碑”。巨星之所以
成为巨星，绝非仅靠个人能力，球
风和球品也是重要因素。希望年轻
的姆巴佩还是将更多想法放在足
球本身上，“小聪明”还是少耍为妙，
想想被“玩坏”的内马尔吧。

（本报记者 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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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洛·震

法国战胜了比利时，时隔12
年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赛后在
首都巴黎的球迷疯狂庆祝，最后
却演变成一场暴乱，法国警方不
得不出动防暴警察驱散人群。

法国球迷也许是嗨过头，庆
祝很快演变成暴乱，他们在街头
纵火，破坏公物，法国警方不得
不出动防暴警察，还向人群发射
了催泪瓦斯，有部分球迷还向防
暴警察投掷杂物，最终，法国警
方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平息了暴
乱，还拘捕了部分闹事的球迷。

花絮

战战报报
半决赛

法国1:0比利时

法国球迷闹过头了

赛后庆祝变成暴乱

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在
线”APP，不用到投注站也能
竞猜世界杯，方便又好玩。

7月11日，“映美杯”2018中
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第九轮比
赛在嘉兴战罢，山东景芝酒业队
本轮大将齐发力，4比1战胜杭汽
轮队九轮比赛过后，排行榜上位
圈的积分并未拉开，鹿死谁手愈
加难测。上海依旧排在榜首，但
与第二名深圳队的差距被缩小
至两分。浙江队与重庆队积分相
同，并列第三名。山东、北京、杭
州、成都分列第五至第八名，前
后差距也仅有两分。 本报记者

国象联赛
鲁军大胜杭汽轮

旁观

比利时出局了，我觉得他们踢得
更好。职业足球就是这么残酷，有一丁
点失误都不行，哪怕你是更出色的一
方——— 费莱尼没能跟上往前冲的乌姆
蒂蒂，被法国后卫在近角顶到了球，皮
球应声入网。

只是一粒入球，却是胜与负的差
别。

其实整场比赛，比利时的进攻更
好看。相比于法国队龟缩半场防守，比
利时更愿意在对方半场压迫，无论是
阿扎尔在边路的强行突破，还是费莱
尼插上后的头槌攻门，再或者德布劳
内重炮远射，一波波进攻，打得风生水
起。

反观法国，三名防守型中场带领
全队缩在半场，依靠姆巴佩的速度来
反击，最终通过角球取得胜利。

法国人踢得更漂亮吗？我不觉得，
我只是觉得他们细节做得更好，他们
用一个角球的细节决定了胜负。两位

高手比剑，对拆了数百招，均不落下
风，可一方抓住了对方一次破绽，就一
剑封喉。

如果上半场阿扎尔那两次射门进
了，比赛可能就是另一般天地。我想起
了瑞士战瑞典，表现糟糕的一方却因
为幸运赢了。“瑞士梅西”沙基里一次
次冲击瑞典人的后防，可瑞典人一次
无心插柳的远射变线，让球队最终晋
级。

沙基里找谁喊冤呢？
相比于巴西世界杯，这届杯赛的

比利时表现更好了，配合更完美，打法
更明确。然而，职业足球不是更强就能
取胜的呀。法国人依靠防守笑到了最
后。

职业足球没有如果，姆巴佩的拖
延时间成功进了决赛。

可我觉得，比利时更配得上晋级，
只不过黄金一代们输给了运气。

(本报记者 杜鸿浩)

比利时黄金一代只不过输给了运气C罗·浩

里瓦尔·健

厄齐尔·玉
C罗正式加盟尤文图斯而

尘埃落定，根据此前多家媒体报
道，C罗加盟斑马军团后的税后

年薪达到了3000万欧元，这也

让他成为了尤文的现役及历史
第一高薪。

目前尤文图斯队内薪水最
高的球员是C罗的老队友伊瓜

因，阿根廷人的年薪达到了750
万欧元，而C罗的薪水则直接达
到了他的四倍。

排在伊瓜因之后的则是
迪巴拉(700万欧元)，道格拉
斯-科斯塔(600万欧元)，皮亚
尼奇(450万)以及赫迪拉(400
万)，但是这5名球员的薪水之
和(2900万欧元)依然不敌C
罗一人的年薪。

C罗年薪3000万
是伊瓜因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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