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海东市平安区湟中路111号
邮政编码：81069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东工商广字第014号

电话：社长8689566 副总编辑8689568 总编室8613090 记者部8689526、8689536
出版部8689619、8689679 专刊部8689539、8689538 广告部8689578
通联部8689576、8689599 新媒体部8689579 发行部8613090

排版：海东时报编辑部
印刷：青海日报印刷厂
零售每份：1.00 元 每月定价：16.5元

责编责编 // 宝明宝明 版式版式 // 宝明宝明

A16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时报综合消息 命运其实是虚无缥
缈的东西，人们总是在无法解释某种情
况的时候，把它搬出来。

将时间调回到 1986 年夏天的墨西
哥，普拉蒂尼带领法国队与济科和苏格
拉底的巴西队上演了一场艺术足球的
经典对决，经过点球大战艰难晋级四强
后，已经年过而立的普拉蒂尼力不从
心，法国队连续第二次输掉了世界杯半
决赛，而且都是倒在西德人脚下。

所有人都知道，普拉蒂尼的世界杯旅
程已经结束了，之后谁能继承他的衣钵，
继续带领法国追逐世界杯的冠军梦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神射手帕潘
用源源不断的进球帮助马赛建立了一
个王朝，并且在欧洲赛场上叫板当时不
可一世的 AC 米兰，荣膺 1991 年欧洲金
球奖，更使他成为了科帕和普拉蒂尼之
后第三位法国出品的欧洲足球先生。
他就是普拉蒂尼的传承者吗？

而在英吉利海峡的那边，曼联俱乐
部宏伟的老特拉福德球场，出现了一位
面色冷峻、特爱竖起衣领的“埃里克国
王”——坎通纳。而他正是普拉蒂尼亲
自送到英超的征服者，他的存在也让怀
揣梦想的法国球迷激动不已。

欧洲足球先生、新巨星帕潘，英超
联赛霸主、老特拉福德国王坎通纳，两
大巨星承载着后普拉蒂时代法国人的
世界杯冠军梦。然而在 1993 年 11 月的

王子公园球场，保加利亚人科斯塔迪诺
夫的一粒进球把这个梦想打得粉碎，法
国队连续无缘 1990 年、1994 年世界杯，
而这也许就是帕潘和坎通纳的命运、法
国足球的命运。

苦盼40年才登巅峰
直到 1996 年夏天，普拉蒂尼告别尤

文图斯九年之后，又一名法国中场穿上
了黑白间条衫，法国人似乎才重新发现
了线索。而时间很快就给予了他们确
定的答案，就是他——齐内丁·齐达内，
虽然相距久远，但是在穿上与普拉蒂尼
当年相同的球衣仅两年后，他似乎领悟
了一名中场大师的艺术真谛。

1998 年法国以东道主身份重返世
界杯，人们从身披 10 号蓝色战袍的齐
达内身上，看到了十几年前那名 10 号
的影子。当时的齐达内 26 岁，比征战
1982 年世界杯的普拉蒂尼还年轻一岁，
但是他似乎得到了普拉蒂尼的足球智
慧，又兼有他自身的优雅球风，而且他
指挥的法国队刚强坚韧，释放着一种不
可战胜的力量。

像普拉蒂尼在 1986 年所做的那样，
齐达内淘汰了自己功成名就的那片土
地上的国家——意大利，同样又遭遇了
巴西，只不过这次是在最后的决赛。

普拉蒂尼从未踏上过的决赛场，齐
达内不仅来了，而且还要征服。他在上
半场就梅开二度，整个法兰西的大地都

在汹涌。90 分钟 3 比 0 结束战斗，齐达
内带领法国队创造了历史——第一次
登上了世界杯冠军领奖台。

当齐达内高高举起大力神杯，作为
足坛王者而欢呼时，整个法国都沸腾
了，蓝色的潮水淹没了这个国家，把它
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从科帕、方丹 1958 年的珠联璧合，
到普拉蒂尼1978 年初登殿堂，再到齐达
内 1998 年率队加冕，经过了两个 20 年
的等待和盼望后，法国人第一次梦想成
真了。然而这样的等待，下一次实现梦
想，还需要20年吗？

2006 年，当齐达内和亨利的一次经
典连线击败了巴西，人们一度以为不再
要20年时间。

在世界杯上击败或者淘汰巴西，对
于法国队来说总是代表着好运，2006 年
的法国果然再次踏上了决赛场。又一
次面对意大利，决赛似乎在向着有利于
法国的方向发展，然而成也齐祖，败也
齐祖，正是齐达内突如其来的头顶对
手，使他领到红牌。

而没有了齐达内的法国队意兴阑珊，
最终在点球大战中失利。就当是在为当
年的普拉蒂尼以及1998年的齐拉内自己
还债吧，毕竟他俩先后淘汰过意大利。

又一个20年的轮回？
此后，当齐祖也脱下了战袍，法国

人又在寻找下一个身影——齐达内的

传承者。看来有些东西确实是注定的，
就像前面说的命运吧。这一次又是 20
年，在 2018 年的俄罗斯，当年仅 19 岁的
姆巴佩从天而降，并以风一样的速度征
服了阿根廷。

而且在比赛结束后，两位 10 号——
姆巴佩和梅西交错的身影中，人们才恍
然醒悟，这也许正是绿茵王权的交接，
与当年的贝利年纪相仿的姆巴佩，正在
走着一条与贝利相同的道路。

令法国人为之激动的是，姆巴佩恰
好出生在法国人最幸福的那个年份
——1998 年，也许他与生俱来就承载着
法国人的梦，只是在此之前，他自己不
知道，法国人也不知道。但是面对梅西
的两粒进球，让所有人都想到了当年的
齐达内，尤其是在时光恰好又过了 20
年之后。

无论是法国淘汰乌拉圭，还是斩落
比利时，年轻的法国 10 号都吸引着全
世界的目光，他就像绿茵场上的精灵，
让人无法防范，更无法阻挡，他勇往直
前，向着他要去的地方——决赛场。

姆巴佩正率法国步入下一个辉煌
从姆巴佩身上，能看到齐达内的影

子，但又不完全是。看他踢球，你似乎看
到了罗纳尔多，还有亨利，那么有没有遥
远时光中的贝利呢？这就看你自己的理
解了。如果问姆巴佩自己，他一定会说，
我谁也不是，我只是我，没有极限。

法国足球梦60年三起三落
——姆巴佩能否接过齐达内的旗

□新华社记者 王集旻王晨迪
在圣彼得堡体育场以一球小负法

国队之后，极具天赋的比利时队终于停
下了冲冠的步伐。不过，“欧洲红魔”完
全可以满意自己的表现，他们在俄罗斯
刮起的“红色旋风”将被人铭记很久，而
在未来也将继续让世界足坛刮目相看。
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给人印象最深
刻的是进攻端的表现，他们既讲究控
球，也追求反击效率与速度，六场比赛
共打入14粒进球，是目前进球最多的球
队，其进攻能力令人生畏，打法也是 32
强中最赏心悦目的球队之一。此外，比
利时队进球队员多达 9人，“魔兽”卢卡
库独进 4球，足见攻势足球的理念深入
每名球员的骨髓，堪称“黄金一代”。

尽管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
并没有收获进球，但比利时队在进攻端
颇具想象力和威胁，开场就和法国队大
打对攻，阿扎尔、德布劳内、费莱尼等前
场队员也多次威胁球门。整场比赛来
看，在进攻端两支球队几乎平分秋色，比
利时队的控球率超过法国队，但法国队
在防守层次和体系上高出比利时队一
筹，乌姆蒂蒂利用定位球的破门也让法
国队率先掌握了主动。比利时队主教练
马丁内斯虽然赛后恭喜法国队获胜，但

也表示“比利时队今天的运气不好”。
中卫孔帕尼也对失利懊恼不已，他

表示比利时队创造出非常多的机会，也
一度控制了场上的局面，但是“那该死
的定位球改变了一切，我只能这么说”。

比利时队虽然拥有“欧洲红魔”的
冷酷称号，但此前从没有人真的将他们
比肩法国、巴西等世界顶级强队，不过
在经过这一届世界杯的洗礼之后，至少
这支比利时队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被
称为世界一流强队了。

比利时足协痛定思痛，启动青训计
划，教育部门要求学校设立足球训练
课，建立一批足球学院，足协为俱乐部
青训提供了大量的扶持资金，将众多年
轻球员送往欧洲五大联赛。费莱尼、孔
帕尼等多位已经名震欧洲的球员便是
比利时青训计划结下的“硕果”，球星的

“井喷”也直接带来了球队成绩的大幅
提升。时隔 12年后，比利时队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上再度亮相国际大赛，并
且一举杀入八强。不仅如此，2015年11
月比利时队首次在国际足联排名上登
上榜首。虽然该排名系统并非唯一参
考标准，但相比在 2007年第 71位的排
名，比利时队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进步
有目共睹。

现如今，比利时队的排名高居世界
第三，征战本届世界杯的队伍中有22人
来自海外联赛，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
在五大联赛豪门效力，足见其人才储备
之丰厚，而队内的阿扎尔、德布劳内、费
莱尼等都已经是国际顶级球星。

无缘决赛虽然给比利时队带来了苦
涩，但四强的战绩已经追平历史最好成
绩，这也是他们时隔32年再次杀入世界
杯四强。在遥远的 1986年墨西哥世界
杯上，球王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队在半
决赛中淘汰比利时队，并且最终夺冠。

历史性的战绩为比利时队带来的
是自信。孔帕尼说：“比利时队在未来
还可以再次惊艳世界，因为这次世界杯
四强的成绩可以让整个国家更加自信，
更有野心，我们有信心培养出更多的天
才球员，未来会充满期待。”

比利时队依然有机会继续创造历
史。在1986年世界杯上，他们输掉半决
赛后，在季军争夺战中又输给了法国
队，最终名列第四。在本届杯赛中，比
利时队将在季军战中对阵英格兰队和
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负者。此外，拥有阿
扎尔、德布劳内等“黄金一代”的比利时
队在 2020年欧锦赛上也依然是夺冠热
门之一。

止步四强 比利时队还拥有未来

米卢当年用快乐足球把中
国队带入世界杯,英格兰也靠踢
快乐足球世界杯上一路凯歌,难
怪英格兰被誉为“欧洲中国队”
呢。

球迷曼城球霸迪亚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