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动

2018年9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尹成君 美编：马晓迪

组版：陈华

A16

6不敌西班牙，创队史失利纪录
克罗地亚队0：

才 俩 月 ，世 界 杯 亚 军 经 历 了 什 么

在 北 京 时 间9 月12 日 凌
晨进行的欧洲国家联赛第二
轮的比赛中，在世界杯上铩
羽而归的西班牙斗牛士们王
0的罕见比分大
者归来，以6：
胜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
这也是“格子军团”有史以来
的最大失利纪录。就在两个
月前的7月15日，克罗地亚队
获得了多少球队想都不敢想
的世界杯亚军，风头正劲。如
今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些什
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就发生了这样的溃败？

在西班牙队疯狂压制
下，莫德里奇没有出色的发挥。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尹成君

球队失血严重
在6 月俄罗斯世界杯开始
之前，没有一个克罗地亚人能
够想到自己的国家队可以进入
万众瞩目的决赛，让触摸大力
神杯成为可能。但是一帮绝顶
出色的天才硬是让梦想成为了
现实，尽管在决赛中功亏一篑，
输给了经验更加老到的法国
队，不过克罗地亚队赢得的掌
声一点都不比法国队少。
这是一支被打上了世界杯
光环的球队，不少球员在获得
了前辈难以企及的成就后也主
动选择了退出国家队，让这份
荣耀成为永久的珍藏。因此，当
克罗地亚队重新亮相站在球迷
面前时，主力阵容有了不小的
变化。苏巴西奇、乔尔卢卡和曼
朱基奇几位老将已经告别了国

家队，而在与西班牙队的比赛
中，在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洛
夫伦、拉马里奇和雷比奇都因
伤没有出场，而与洛夫伦搭档
踢中卫的维达也是有伤在身勉
强应战，这也为球队的惨败埋
下了隐患。
尽管克罗地亚队的强大主
要依靠的是中场莫德里奇、拉
基蒂奇组合，但是在强力中锋
和主力后卫伤的伤、退的退的
情况下，天才的中场领袖依旧
无法与整体强大的西班牙中场
组合相抗衡，只能放任斗牛士
军团的阿森西奥肆无忌惮地进
攻再进攻。

心气此消彼长
看完俄罗斯世界杯后，球
迷们对克罗地亚队的印象，是
这支球队完全是凭借着一股不
服输的心气在踢球。淘汰赛三
场都落后，却全部翻盘完成了

逆转，他们靠的是体力、天赋与
那股倔强的脾气。
我们再看看西班牙队的情
况吧。在世界杯开赛前夕，爆出
的最大新闻就是斗牛士军团的
领头人洛佩特吉因为私自与皇
马签约并发布消息而被足协现
场解雇，球队一时群龙无首，由
并不擅长执教的耶罗临时指
挥。这对球员来说简直是不可
想象的，严重干扰了士气，在淘
汰赛中被东道主礼送回家也就
一点都不奇怪了。
不过，世界杯后，西班牙队
经历了与克罗地亚队完全相反
的心路历程。
他们必须要知耻而
后勇，
在十分善于调动球员积极
性并且铁腕治军的世界级名帅
恩里克的调教下，
斗牛士们又恢
1力
复了生气，
国家联赛第一轮2：
克老对手英格兰队就是他们吹
0
响的第一声号角，
而接下来的6：
大胜克罗地亚队，
更是将世界杯
留下的阴霾一扫而光。

富力大将缺阵 鲁能仍要小心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国家队比赛日结束，
联赛战
9月16日，
火重燃。
鲁能泰山队将
在中超联赛中主场迎战广州富
力，
虽然富力头号球星扎哈维因
伤铁定缺席比赛，
但鲁能泰山仍
要小心，
万万大意不得。
虽然比赛是在16日才进行，
但9月11日，
广州富力便发布了赛
事海报，
主题是
“集结号”
。
目前富力积28分排名联赛
第6，鲁能积38分排名联赛第4，
双方有着10 分的积分差距。此
外，富力头号球星、核心射手扎
哈维在国家队比赛中受伤，富
力将面临缺兵少将的局面。双
4
方上半赛季交手，富力主场2：
不敌山东鲁能。应该是考虑到
扎哈维缺阵的因素，
“ 集结号”
海报的主题是富力队10号雷纳
尔迪尼奥，富力官方配文写道：
“远征军集结号：富力赛事号角
响，广州战士战鼓擂。远征济南
四千里，征途期盼凯旋归。”

据了解，扎哈维是在几天
前以色列与阿尔巴尼亚的欧洲
国家联赛小组赛中，受伤被替
换下场的，随后接受核磁共振
检查，初步结果为脚底挫伤，需
休养1 到2 周时间。值得一提的
是，扎哈维自2016 年加盟富力
至今，他一直是该队“出勤王”，
上 赛 季 更 是 打 满3 0 轮 中 超 联
赛。本赛季已经进行的21 场联
赛，这位以色列射手也是保持
全勤，他的缺阵对于富力是一
大打击。这一次客战鲁能，富力
的三名出场外援将是雷纳尔迪
尼 奥 、前 鲁 能 球 员 乌 索 、托 西
奇，前、中、后场各有一名外援，
在如今的中超将是非常罕见。
过去的三场中超联赛，鲁
能遭遇三连败，在联赛剩下9轮
的情况下，联赛“争冠”已经只
是理论上的可能，联赛“保四争
三”、足协杯“全力争冠”才是实
实在在的目标，而做到这一切
的前提，都是马上止住颓势、赶
紧赢场球。

对阵富力，鲁能战绩非常
好，
这一场原本真是鲁能全取三
分的大好时机，
但考虑到两大因
素，
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过于乐
观，告诫鲁能万万不可大意：其
一，
张弛、
刘军帅两员大将累积4
张黄牌，本场自动停赛一场，主
帅李霄鹏只能被动变阵，
还有未
经证实的消息称，
此前因伤退出
国足集训的王大雷，
至今尚未痊
愈，
能否参加本场比赛存在一定
的疑问，倘若大雷不能出场，对
于鲁能的整体影响，
相信大家都
很清楚；其二，过去的联赛三连
败，
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了鲁能全
队的心态，不 知 道 这 一 段 的 间
歇期，俱乐部、球队将这个问题
调整得怎么样了。从历史来看，
鲁能是一支心理波动比较大，
竞技水平容易受此影响的队
伍，我们希望这支球队能够以
本场比赛、以本赛季为契机，交
出一份漂亮的答卷，无论是从
竞技还是整体的层面上，都能
够有新的进步和提高。

克罗地亚队大比分输球还
要追溯到2009年9月9日。当时，
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克罗
5不敌英格兰队。
地亚队客场1：
此后的“格子军团”一直处于上
升期，并产生了一大批像莫德
里奇这样的天才球星。坚韧、团
结、奋进，他们每一个球员给我
6
们的印象都是如此，即便在0：
的大溃败中，球队踢的依旧还
是我们熟悉的节奏与套路，但
是变化的是无情的时间与无奈
的人员调整。

担心青黄不接
没有球队可以轻易征服克
罗地亚队，他们可以战胜“格子
军团”，却远远没有达到将其打
服气的程度。
这支
“格子军团”
只
可能慢慢地在球员退役中远离
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奖台，
毕竟
天才百年难遇，
克罗地亚队要想
立于不败之地，
还是得尽快培养

更多更出色的后备球员才行。
但现实是很残酷的。
我们不
得不承认，
世界杯是
“格子军团”
的最高峰，
走下坡路是在所难免
的。从两年前的欧洲杯开始，这
支球队便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
而岁月毕竟是无情的，
首发阵容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0岁的克罗
地亚队在辉煌过后，
考虑的依旧
应该是人才。
丢掉世界杯光环是他们的
当务之急，潜下心来进行青训
才是延续国家队生机的必由之
路。也许0 ：6 太残酷，却来得十
分及时，希望能点醒克罗地亚
足协，促进球队的更新换代。两
年后的欧洲杯，克罗地亚队的
处境可能更加不妙，就如12 年
前的捷克队以及如今的荷兰队
一样，没关系，大部分球队都是
这样一路走来，我们期待更多
的克罗地亚天才产生，继续欣
赏他们那种无所畏惧、拼到最
后一分钟的战斗精神。

围甲伊凌涛力克朴廷桓
山东主将胜苏泊尔杭州
本报讯 刚刚结束十连
胜，鲁军小将伊凌涛又带来惊
喜。在9月12日于天津进行的华
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
十六轮比赛中，伊凌涛快棋战
胜世界等级分排名第一的朴廷
桓，而山东景芝酒业队本轮凭
借范廷钰和伊凌涛的胜出，主
将胜苏泊尔杭州队，
获得两分。
上一轮比赛中，伊凌涛刚
被童梦成终结连胜，但他心态
上并没有什么波澜。本轮执白
对阵韩国等级分第一人、也是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朴廷桓，
伊凌涛依旧在赛前做了准备，
提前研究对手的棋风、棋谱。
实战中，朴廷桓的前20手棋都
没有超出伊凌涛的意料，然而
白棋在布局阶段依旧不占优
势。但快棋的不确定性很强，
黑棋打劫后出现误判，白棋趁
势连回两子，形势大优。接着
便是一番复杂的乱战，数子之
后，伊凌涛不多不少，以四分
之一子优势胜出。

获胜之后，伊凌涛头脑很
清醒，他认为目前自己最需要
稳住状态，这与山东队主教练
曹大元九段的意见一致，曹老
说：
“ 伊凌涛现在可以说是一
个成功的围甲棋手了，如果能
把气势保持住，他还能取得更
好的成绩，另外在心理和棋艺
上也要再成熟一些，还需要锻
炼。”本轮鲁军大将范廷钰坐
镇主将台，执白中盘胜连笑，
而江维杰和陈梓健分别不敌
李钦诚和谢科。山东队最终因
主将优势，在2 ：2 的情况下主
将胜苏泊尔杭州队。
天津赛会的三轮比赛已经
全部结束，
十六轮之后，
江苏队
依旧占据积分榜首位，厦门队
和苏泊尔杭州队分列第二和第
三名。天津队、江西队、龙元明
城杭州队、山东队、中信北京
队、重庆队、民生银行北京队、
上海队、
成都队、
浙江队分列第
四至第十三名。衢州队暂时排
在末尾，
保级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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