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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足联5个队
一个出局三个几乎“半死”

本届世界杯，一共有5支亚足联球队参
赛，除了已提前“回家”的沙特，其余四支分别
是伊朗、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迄今为止，5
支球队取得了2胜5负1平的糟糕成绩。在仅
有的两场胜利中，伊朗依靠对手的乌龙大礼才
以1:0艰难战胜摩洛哥。只有日本队打出了
一点血性，通过短传配合和中场控制很好地利
用了人数上的优势，最终2:1击败了哥伦比亚
队，拿下宝贵的三分，暂时争取到了H组出线
的有利位置。

而袋鼠军团昨晚虽奋力拿下了1分，避免
了提前一轮回家，但最后一轮面对南美劲旅
秘鲁队，前景依然不容乐观。此外，韩国队和
伊朗队都还处于困局当中。伊朗队虽然首战
告捷，但次战不敌西班牙队后，目前积3分排
名小组第三，之后面对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
无疑也是一场苦战。至于韩国队，在0：1输
给瑞典队后，还要面对德国队及首轮“掀翻”
德国的墨西哥队，只要再输一场，也难逃出局
命运。

如此看来，亚足联球队的命运和非洲球队
几乎是“同病相怜”。

世界杯“扩军”
亚足联增4席恐成“鸡肋”

回顾历届世界杯，亚足联球队的最好成绩
是在2002年，韩国闯进了4强。但是众所周
知，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因素。
澳大利亚队在2006年也挺进过16强，不过随
着意大利左后卫格罗索在加时阶段的进球，他
们也就止步于此。更多时候，亚足联球队在世
界杯的角色都有点像“鸡肋”。

国际足联将从2026年世界杯开始，将目
前的32支参赛球队扩充至48支，亚足联将从
目前的4.5个名额增加到8.5个，几乎是一倍。

世界杯“扩军”确实会让一些弱队看到希
望，但同样也有质疑声认为，“扩军”有“注水”
的嫌疑，会影响世界杯的观赏性和竞技性。就
好比亚足联增加的4个席位，面对本就糟糕的
世界杯战绩，澳大利亚、韩国等传统的亚足联
实力派“选手”能不能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突
破都是个问题。那这些将被“扩”进世界杯的
球队，会继续成为他国嘴中的“鸡肋”吗？

同样，8.5个名额也让国足看到了希望，可有
了“门票”以后，在赛场上的表现还是要用实力和
进球来说话，不然“扩军”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钟雨恒

法国足球青训最近几年天才井
喷，姆巴佩是去年在欧冠赛场一战成
名的超级新星，也成为“纪录收割机”，
如今的他不论是人气还是身价已经不
亚于领军人物格列兹曼。

包括特雷泽盖、帕潘在内的老一代
法国球星都认为，姆巴佩拥有光环加持
的未来，他有望成长为金球奖级别的世
界巨星，也是本届世界杯上带领法国队
冲击冠军的关键先生。

姆巴佩出生于 1998 年 12 月 20
日，那是法国足球队最辉煌的年头。很
小的时候姆巴佩就表现出足球才华，有
很多欧洲豪门青年队想要签下姆巴佩，
但是最终法国人选择摩纳哥青年队。

2015年，姆巴佩打破了亨利的纪
录——17岁零62天的姆巴佩成为摩纳
哥队史最年轻出场纪录和最年轻进球
纪录。

2016年12月14日，刚满18岁的
姆巴佩完成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帽子戏
法，而在19岁之前，梅西和C罗的帽子
戏法都为0。

2017年，姆巴佩成为欧冠历史上
最年轻的淘汰赛进球者，

同 时 他 也

是欧冠历史上淘汰赛梅开二度的最年
轻球员。

2018年，姆巴佩打破此前由纳斯
里保持了12年之久的纪录，成为法国
国家德比史上最年轻的进球球员。

如今，世界杯赛场，姆巴佩又打破
一项纪录，19岁182天的他成为法国历
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这个纪录
是著名的“金童”特雷泽盖在1998年世
界杯法国对沙特时进球，当时他只有
20岁246天，而那时，姆巴佩还没有出
生。

不论是法国国内，还是欧洲五大联
赛豪门，都认为姆巴佩前途无量，就像
无数年少成名的法国球星一样，会在更
大的舞台上闪耀光芒，而如今他已经成
为了“亿元先生”，去年夏天，姆巴佩以
租借附加1.87亿收购权的方式加盟巴
黎圣日耳曼，他和内马尔的锋线组合
堪称新世界最佳。在本届世界杯的法
国队中，姆巴佩的身价也超过了马竞
前锋格列兹曼，成为法国第一。去年
他收获了欧洲金童奖，在去年金球奖
的评选中，姆巴佩便位列第7，如果这
届世界杯他继续闪耀、继续带领法国
队前进的话，成为金球巨星指日可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彼得·舒梅切尔是前丹麦国家队和英超曼
联的传奇门将，他曾在1992年和1993年荣膺

“世界最佳门将”，1999年随曼联完成三冠王
的伟绩。可谓一代人心目中的传奇门神。而
他32岁的儿子，卡斯珀·舒梅切尔

目前也在英超踢球，效力于莱斯特城，小
舒随队在2015-16赛季收获了“莱斯特神话”
拿到了英超冠军。也是从那时开始，小舒成为
丹麦主力守门员。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
小舒发挥非常稳定，更可怕的是，自2018年以
来，丹麦国家队在国际A级比赛中还没有丢过
球。首次登陆世界杯，面对“疯狂射门”的秘鲁
队，小舒完成了6次漂亮的扑救，几乎每一次
都很惊险。而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扑救次数最
多的丹麦门将正是他的父亲，在1998年世界
杯对法国的比赛中，彼得·舒梅切尔总共做出9
次扑救。

虽然在扑救次数上不及爸爸，但对秘鲁的

城门不失，让小舒完成了一次超越，小舒不失
球纪录得以延续，他也超过了父亲老舒梅切尔
的470分钟不失球纪录，成为了丹麦队史连续
不失球时间最多的门将。击败秘鲁队的当天，
正好是父亲节，也算是小舒送给父亲最好的礼
物。赛后，丹麦主教练哈雷德感慨地说：“这么
说吧，拥有一位好门将是件好事。”

遗憾的是，在小组赛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中，这个纪录被终止。丹麦选手鲍尔森禁区犯
规，被判罚点球，澳大利亚队耶迪纳克主罚，舒
梅切尔判断错了方向，没能延续自己的不失球
纪录。最终，舒梅切尔的不失球纪录定格在了
571分钟。

不过在丢球之后，小舒迅速调整了状态，
下半场依旧有两次精彩扑救毫无疑问，他证明
了自己是当今世界上最出色的丹麦门将。就
像赛后他父亲在推特上点的那个赞：“非常骄
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19岁182天！
姆巴佩打破特雷泽盖纪录

以青训扬名世界的法国足
球，也以盛产“金童”而闻
名，当年的特雷泽盖、亨利，
都是年少成名的世界巨
星。作为本届世界杯平均
年龄第二年轻的参赛队伍，
法国队又创造了一项纪录。

6月22日，在同秘鲁队
的小组赛中，法国队以1：0
小胜秘鲁，两连胜提前出
线。年仅19岁的超新星姆
巴佩，面对空门将吉鲁的射
门“补射”打入唯一进球。
虽然有点“抢饼”的意味，但
姆巴佩还是凭借这个进球
成为法国队世界杯最年轻
进球者，打破了特雷泽盖的
纪录。

571分钟不丢球纪录
小舒梅切尔超越父亲

对于丹麦人来说，或许“舒梅
切尔”这个姓氏意味着安稳、
安心。本届世界杯，踏在丹
麦队门线上的那个男人依旧
叫舒梅切尔。卡斯珀·舒梅
切尔接过父亲衣钵，这是历
史上第一次出现门将父子两
代都在世界杯登场的情况，
也是丹麦队史上首次有父子
兵先后参加世界杯。

随着澳大利亚那粒点
球，小舒梅切尔球门不失的
时间被定格在了571分钟，
这个成绩超越了他父亲470
分钟的纪录。

北京时间6月21日晚，世界
杯小组赛C组第二轮的较量
在澳大利亚和丹麦之间展
开。最终，凭借耶迪纳克的

“VAR”点球，澳大利亚队终
于1:1把北欧“海盗”丹麦逼
平，两战一平一负，虽然仍
处于“悬崖”边上，但这场平
局还是把澳大利亚出局的
悬念留在了最后一轮，避免
了提前“回家”。最后一场，
如果丹麦队不能在法国队
身上拿分，那么澳大利亚队
还有击败秘鲁队的求生机
会。

亚非球队“争相”出局
世界杯“扩军”恐成鸡肋

卡希尔：
澳大利亚的四朝功臣

这是38岁的卡希尔第四次征
战世界杯。前三届，这位技术出众
的老将都取得过进球。

本届世界杯，澳大利亚前两战
卡希尔都一直坐在替补席上，尤其
是昨晚与丹麦队一战，随着最后一
个换人名额被用完，我们只能看到
卡希尔眼中无奈的神情。

当然，卡希尔还有机会。与秘
鲁的最后一战，如果卡希尔能够登
场进球，那么他将成为贝利、席勒、
克洛泽之后，第四位在四届世界杯
上进球的球员。

伊格纳舍维奇：
38岁老将成救火队员

俄罗斯队老将谢尔盖·伊格纳
舍维奇，在与沙特队的揭幕战里首
发登场，这一天，他已经 38 岁零
335天了，这也是他为国家队出战
的第122场比赛。此前，他并没入
选国家队的初选大名单，但由于坎
波罗夫的受伤，伊格纳舍维奇成为
救火队员，递补入选。

哈达里：
45岁迎来世界杯首秀

两战接连败北，提前一轮出局
的埃及，充满了悲情色彩。当人们
的目光都放在26岁的萨拉赫身上
时，站在球门线前的“大叔”却几乎
被忽略。他就是45岁“高龄”的门将
哈达里，他也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
大的出场球员。虽然埃及队已无缘
晋级淘汰赛，但哈里达却实现了自
己的世界杯之梦。入选国家队的他
曾深情地表示，就算只为大家收拾
球鞋和足球，自己也会马上去做。

马克斯：
墨西哥队的五朝元老

6月17日，在德国队对阵墨西
哥的小组赛中，第73分钟，39岁墨
西哥老将马克斯替补登场，开启了
自己的第五次世界杯之旅，他也因
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五次参加
世界杯决赛圈比赛并登场的球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钟雨恒

这些资格大叔们
还在拼刺刀

在征战俄罗
斯世界杯的736名
球员中，只有 4 位
球员出生在 70 年
代，他们也是本届
世界杯年龄最大的
四名球员。这些已
经步入中年的“老叔
叔”们，在体能和技术
方面或许已经风采不
如当年，但当球队面临
着青黄不接、人才断层
的情况，他们只能继续
披挂上阵，为国效力。

6月21日，年仅19岁的姆巴佩庆祝进球。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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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哈达里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