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魔咒，点球淘汰掉哥伦
比亚后，身处下半区的英格兰看
似前方是一片坦途，在这个半区
中最强的莫过于克罗地亚了。看
似英格兰冲入决赛指日可待，但
事实上并非那么简单。

这一届的瑞典黑马属性十
足，预选赛阶段一路干掉荷兰、意
大利等传统豪强，小组赛挤掉卫
冕冠军德国，上轮决赛又干掉了
世界排名第六的瑞士队，堪称绝
对的巨人杀手。

瑞典队的防守颇为强悍，更
是英格兰的超级克星，两队在历
史上交战过20场，瑞典队6胜8
平6负与对手平分秋色，其中在
大赛中瑞典队 2胜 4平保持不
败。同时，瑞典在最近的10次与
英格兰的交手中无一败绩。再联
系到瑞典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的
状态，可以说瑞典是英格兰最不
愿面对的对手之一。如果比赛再
次被拖入点球大战，不知道英格
兰人还能否延续好运气。

英格兰VS瑞典

又见宿敌
历史交锋 24场
瑞典7胜9平8负

东道主俄罗斯队从第一场的
5∶0屠杀沙特队，到淘汰赛送夺冠
热门西班牙队回家，至少到目前
为止已经跌破太多人的眼镜，俄
罗斯冲入八强创造了历史最好成
绩，更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到目
前为止，世界足坛还没有找到破
解“摆大巴”的方法，而俄罗斯在
那场比赛里非常完美地贯彻了这
个战术。当然，还有戈洛温全场
惊人的16公里跑动距离，他一场
比赛就跑出了梅西的两场。

克罗地亚队则完全是另外一
种风格，豪华的中场配置是这支
球队最大的资本。他们在小组赛
里三战全胜，但上轮面对丹麦的
防守，攻得十分吃力，丹麦的防守
可以给俄罗斯一个很好的参照。
巧合的是两队上轮比赛都打满了
120分钟，一直到残酷的点球大
战来决胜负。因此体力因素也是
决定谁能晋级的一环。如果比赛
再次被拖入加时赛，克罗地亚的
胜率无疑会大一些。

俄罗斯VS克罗地亚

黑马奋起
历史交锋 3场
俄罗斯2平1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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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俄罗斯专电 随着英格兰点
球击败哥伦比亚，本届世界杯的八强
球队已全部产生，接下来的四分之一
决赛，上半区的争夺中，乌拉圭队将会
与法国队争夺一张半决赛门票，而巴
西队则将与比利时激烈碰撞；下半区，
东道主俄罗斯队迎战克罗地亚队，而
瑞典则会同英格兰交锋。纵观对阵形
势，比赛的吸睛程度平平，因为在强队
此前接连爆冷出局后，这可以说是近
年来最“难看”的一届八强。

本届世界杯可谓是冷门迭爆，夺
冠热门似乎都不太走运，德国、西班
牙、阿根廷、葡萄牙，近两届的世界杯
冠军，上一届的世界杯亚军，加上两年
前的欧洲杯冠军，他们甚至可以组成
世界杯的全明星队。随着这些强队的
出局，令俄罗斯世界杯顿时星光黯淡。

从世界排名上来看，这一届八强
的成色确实不够吸引眼球。目前排在
FIFA积分榜前十的仅有巴西、比利
时、法国三支队伍。接下来就是排名
第13的英格兰、第14的乌拉圭、第20
的克罗地亚、第24的瑞典，而俄罗斯
仅位列第70位，可以说是近几届世界
杯历史上最弱的八强队伍。

以往几届世界杯，八强中超级强
队要超过半数甚至更多，而本届世界
杯还不到半数。

在圣彼得堡有些慵懒
的傍晚阳光下，瑞典队兵
不血刃地凭借着福斯贝里
在下半场的一个变线球击
败瑞士队，24 年来再次杀
进世界杯8强。

恍惚间梦回 1994，达
赫林、布洛林、安德森……
彼时美国的烈日下，瑞典
队竟一路过关斩将杀进 4
强，仅在半决赛中一球输
给后来的冠军巴西队，此
后还以 4 球大胜保加利亚
获得季军。那样的情景真
要在俄罗斯重现吗？

不是没有可能！这支
瑞典队在主帅安德松的带
领下采取的防反踢法属于

“足球极简主义”，有点类
似马德里竞技和利物浦，
他们的身体硬朗程度和防
守的秩序严谨性足以令任
何一支强队感到头疼，从
预选赛的荷兰、意大利到
决赛圈的德国、墨西哥、瑞
士，几乎每一支与瑞典交

手的球队都会感到这是多
么难对付的一支球队，他
们的踢法可能距离“华丽”
二字有着最遥远的距离，
但他们的踢法、身体和作
风却让他们可以被打上

“最难缠球队”的印记。
虽然队中只有拥有追

风般速度和强大突破能力
的福斯贝里有球星范儿，
其余再无永贝里和伊布这
样的大腕，但和瑞典队比
赛，你的字典里恐怕很难
找到“轻松”这个词。虽然
他们不像马竞和“红军”那
样善于高位逼抢，但在他
们退缩据守、压缩空间的
情况下，强队想在其北欧
森林般的防线中找到破绽
是何其困难，而他们断球
后第一时间高速反击的熟
练和犀利程度则令人胆
寒，往往三传两递球便已
经到了有威胁的射程。当
他们的射手进入状态时，
这样的反击便不时开花结

果，刺倒强敌。
橙色军团和蓝衣军团

预选赛已经在瑞典队身上
尝尽苦头，荷兰人在最后
一战需要大比分获胜的绝
望以及意大利人在附加赛
中的无计可施都拜瑞典人
所赐。而在本届世界杯小
组赛中，德国队被托伊沃
宁的巧妙挑射险些击倒，
若不是克罗斯最后时刻的
任意球绝杀，又一个巨人
将倒在瑞典人的剑下。而
前两战威风无比的墨西哥
人，竟在瑞典队的锐利冲
击下以 0∶3 败北。现在在
圣彼得堡面对同样硬朗的
瑞士队，瑞典队又依靠福
斯贝里的个人表演低调过
关。

假如瑞典能在八强战
中再进一步，在半决赛中等
待他们的则将是东道主俄
罗斯或克罗地亚。瑞典队
按照目前的综合实力和状
态，也完全可以与他们中的

任一个相抗衡，在下半区缺
乏实力强劲的老牌豪门的
情况下，24 年前的神奇似
乎又在向瑞典人走近。

他们或许已经无法再
次上演布洛林那样的“鬼
才”战术任意球，但这支平
民化的球队却已将极简主
义防反战术驾轻就熟，不
再拥有伊布的他们反而有
了“去神化”之后的朴素魅
力。虽然他们无法踢出漂
亮足球，但你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存在和前进依然是
这个足球世界不可或缺的
另一种风景，在这届传统
秩序受到极大挑战的世界
杯上，或许瑞典人还有着
进一步爆发的可能。

60年前的那个瑞典之
夏，瑞典队的美梦只是在
最后决赛中才碎在了球王
贝利的天赋之下。这次在
俄罗斯，不知最终会是怎
样的一个进球才能阻挡这
支瑞典军团。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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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办房地产开发资质60901020
●免手续费代办公司55909075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房建◆消防◆设计86099088
电力◆钢构◆监理86099988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唐国强代言“东方神盾”专
业除甲醛，除醛电话：0371-
56668630，15638874010
●收购各种茅台酒18100326256
●中成铁艺制作13592699553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可
多用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软件网站

●网站搭建、托管推广56683330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66669222厂家车移修收空调
●63288160空调维修加氟清洗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空调维修移机加氟55573595

声明

●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空白物流单据丢
失票据号码743798601至74
3798625共计25张声明作废
●本人唐强，学号：141006237，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京航
办事处大孙庄村第一村民小
组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南京万德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注册号：410103000103
863，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769401,姓名:李宸
曜,出生日期为2016年10月17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郭蕾遗失土地证一本，证号
为郑国用（2007）字第JS9
631号，位于沙口路117号8
号楼1单元3号，特此声明。
●缴款人河南川达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于2018年02月02日交
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135
325元所出具的票号为23088
22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
票据》收据联不慎丢失作废，
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由本公司承担，特此声明。
●郑州建材金三角广告材料市
场嘉豪广告材料商行，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0M
A44MULF64,其税号关联的税

控盘丢失，声明作废。

乌拉圭跻身八强主要依靠
他们顽强的防守，戈丁镇守的后
防线更是密不透风，前4场比赛
仅丢1球。而且苏亚雷斯与卡瓦
尼组成的双枪状态火热，两人本
届世界杯已合力打进5球。不
过，卡瓦尼在与葡萄牙的比赛中
虽然梅开二度，但最后时刻却因
伤离场，苏亚雷斯也被爆出在训
练中扭伤了脚。无论是不是烟
幕弹，双枪能否及时复出，将是
影响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
之一。

再看法国，经历了上轮与阿
根廷的大考，法国已经显露出冠
军相，锋线小将姆巴佩大放异

彩，格列兹曼同样有上佳表
现，这支法国队已经打入

7球，强大的攻击力足
以让任何一支球队

心生畏惧。两队
相遇，攻守的

斗法将是一
大看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记者 王玮皓

这届八强
是近几届最弱的？

击碎魔咒，战胜心魔，
打破宿命，在俄罗斯世界
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
中英格兰人终于首次在世
界杯点球大战中获胜。也
许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
场淘汰赛的胜利，但对英
格兰人来说意义重大。首
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获
胜，22年来首次大赛点球
大战获胜，12年来首次大
赛淘汰赛晋级，时隔20年
皮克福德成为又一位在点
球大战中扑出点球的英格
兰门将……“点”儿正的

“三狮军团”创造了历史。
自1990年以来，英格

兰7次在国际大赛中遭遇
点球大战，“三狮军团”输
掉了其中6次。英格兰上
一次赢得点球大战，还要
追溯到1996年欧洲杯四分

之一决赛，当时英格兰常
规时间和西班牙0比0战
平，点球大战中，英格兰4
比2取胜。但在随后的半
决赛，面对德国，现任英格
兰主帅索斯盖特罚失了第
6个点球，由此开启英格兰
连续22年大赛点球大战不
胜的历史。

“过去二十多年我一
直在想这个问题，在那届
欧洲杯上，当时我是自愿
主罚的。可能当时更正确
的决定是拒绝，因为你并
没有自信，但我的个性就
是，我认为我需要承担责
任。”即便英国媒体、球迷
始终抓着这一“罪过”不
放，如今回忆起这段经历，
索斯盖特仍不后悔自己当
时的选择。

也许正是这种执念影

响了这支年轻的“三狮军
团”，索斯盖特对于点球大
战的准备事无巨细。据英
国媒体报道，出征俄罗斯
之前，球队就为确定世界
杯淘汰赛阶段的点球手进
行了测试。而在对阵哥伦
比亚之前，索斯盖特早已
经按照球员的抗压能力确
定了罚球队员的顺序。

从最终的效果看，虽
然亨德森在第三轮的射门
被对方门将扑出，但其余
四人的发挥非常完美。索
斯盖特透露，由于比赛中
的换人调整，最终的罚球
人员也有些变化，“但是我
们的年轻球员在高压下表
现出来的战斗力和心理素
质是很强大的。我们之前
练了不少点球，我们也得
到了回报”。据法制晚报

巴西与比利时都是球星云集，他
们的强强对话也非常令人期待。巴
西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比较慢热，首场
被瑞士逼平后越踢越好，内马尔、库
蒂尼奥等核心的状态和信心也都在
上升。好消息是，边路大将马萨罗和
科斯塔也已经从伤病中恢复。

比利时上轮踢日本被认为是没
有悬念的比赛，岂料悬念在最后10
秒钟才揭开，比利时的黄金一代险些
回家。比利时在中场有着阿扎尔这
样创造力十足的球员，前场也有着卢
卡库这样的超级锋霸，但其防守端出
现了比较大的漏洞，面对大赛经验丰
富的巴西队，肯定不会像日本一
样给其纠错的机会。

总的来看，两队都拥有
一群快攻好手，整体实力
伯仲之间，但底蕴上显
然是巴西占据上
风。两个同等级
别 的 选 手 较
量，难免会出现
杀敌一百自损八
千的局面，在世界杯
上，充满着偶然因素。

法国、意大利、巴西、丹麦、克罗地亚、德国、荷兰、阿根廷

巴西、英格兰、德国、塞内加尔、韩国、西班牙、土耳其、美国

巴西、葡萄牙、法国、德国、意大利、英格兰、阿根廷、乌克兰

乌拉圭、加纳、德国、阿根廷、荷兰、巴西、巴拉圭、西班牙

德国、阿根廷、荷兰、巴西、哥伦比亚、比利时、法国、哥斯达黎加

1998年

2002年

2006年

2010年

2014年

近几届世界杯八强 法国

乌拉圭

比利时

7月7日
02:00

巴西

英格兰

7月7日
22:00

瑞典

克罗地亚

7月8日
02:00

俄罗斯

巴西VS比利时

强强对话
历史交锋 4场
巴西3胜1负

法国VS乌拉圭

盾坚矛利
历史交锋 8场
乌拉圭3胜4平1负

1990世界杯
半决赛负德国
常规时间1比1
点球3比4

1996欧洲杯
半决赛负德国
常规时间1比1
点球5比6

1998世界杯
1/8决赛负阿根廷
常规时间2比2
点球3比4

2004欧洲杯
1/4决赛负葡萄牙
常规时间0比0
点球1比3

2006世界杯
1/4决赛负葡萄牙
常规时间0比0
点球1比3

2012欧洲杯
1/4决赛负意大利
常规时间0比0
点球2比4

英格兰点球大战战绩

7月6日
22:00

7月12日
02:00

7月11日
02:00

总决赛
7月15日
23:00

三四名决赛
7月14日
22:00

英格兰点球都赢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

瑞典是如此难缠
还有谁能阻挡？

凯恩 新华社发

瑞典队球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