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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国际

有点球大战、有进球“盛宴”，有昂首阔步的
挺进、有依依不舍的离别，世界杯在略显沉闷的
小组赛阶段后，终于在 1/8 决赛展现出本应有
的精彩。虽说本届赛事只剩下 8 场对决，但此前
的铺垫已经吊足球迷的胃口，余下的球队虽然
关注度有高有低，但在短暂休整后即将开战的
1/4 决赛，每场都不乏看点。

法国对乌拉圭：“盾坚矛利”之战

攻入 7 球的法国队和只丢 1 球的乌拉圭
队，给人们以最犀利攻击线和最稳固后防线的
印象。法国队在阿根廷队身上取得 4 粒进球，而
乌拉圭队除被葡萄牙人打破金身外，其余时间
并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

此番相遇，攻守的斗法是一大看点，但胶着
的态势很可能引发“兑子”抵消，决定结果的因
素反而是乌拉圭队的“矛”和法国队的“盾”。赛
前，卡瓦尼和苏亚雷斯被爆出受伤的传闻不知
是否为“烟幕弹”，同时瓦拉内、乌姆蒂蒂等人组

成的法国队后防似乎并不稳固。双方各擅胜
场也各有破绽，令比赛悬念大增。

巴西对比利时：“冠军成色”之战

若论开赛以来从临场发挥上看最有冠军
相的球队，巴西队和比利时队都在前列，在本
届八强中，它们也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两
支——— 分列第二和第三。如今提前在 1/4 决
赛上碰面，本场倒有些决赛提前上演的意味，

也成了验证冠军成色的最好机会。

不过，这两支球队的晋级之路却截然相
反，巴西队在小组赛不断遭受磨难却愈挫愈
勇，到了与老对手墨西哥队的淘汰赛上，并
没有费太大气力便以 2：0 取胜。在小组赛
中全胜挺进 16 强的比利时队却险些在日本
队身上翻船，在连丢两球的情况下才依靠补
时绝杀逆转晋级。虽说命运轨迹迥异，但两
队曲折前进的历程更有可能磨炼出冠军气
质，如今的狭路相逢，相信最后的胜者能够

迎来“蜕变”。

俄罗斯对克罗地亚：“黑马奋

起”之战

以 32 强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身份开启世
界杯之旅，俄罗斯队即使在揭幕战上获得 5
球大捷，也依然未被看好。直到淘汰赛首轮凭
借点球大战“熬死”西班牙队后，才有不少人
对东道主刮目相看。反观克罗地亚队，在 20
年前就已有过扮演“黑马”的经历，这一代球
员与博班、苏克领衔的那支“格子军团”相比
也毫不逊色，甚至被认为可以突破前辈们季
军的成绩。

这两支黑马球队此前都经过了艰苦的加
时赛和点球大战才告晋级，且由于同一天比
赛、休息时间基本相同，体能也在同一水平线
上。不过克罗地亚队客场作战的这一显著劣
势，最终能否用莫德里奇、拉基蒂奇等人的天
赋来填补就不得而知了。

瑞典对英格兰：“快乐足球”之战

从网民口中传出来的所谓“快乐足球”，
通过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番表现，
确实让人觉得颇为贴切。开赛至今发挥稳定
的三狮军团，“快乐”的表现也与其一定程度
放下了压力有关，因而在与哥伦比亚队的比
赛中赢下曾经最惧怕的点球大战也在情理之
中。英格兰队的对手瑞典队，他们的记者曾送
德国队员“回程机票”，这也成了本届世界杯
的“神预测”之一，看来北欧人“快乐”时，也并
不逊于他们的欧洲伙伴。

况且，算上此次在八强战上的相遇，已
是两队自 2002 年世界杯以来的第三次碰
面，虽然人们尚不知将上演怎样的剧情，但
淘汰赛的残酷结果，肯定不会像前两次双
方携手小组出线那样，成为皆大欢喜的快
乐结局。 (记者郑昕)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泰国北部本周晚些时候预计迎来强降雨，可
能加大营救一支少年足球队脱离洞穴的难度。

政府官员 3日说，鉴于降雨可能增加洞穴内
积水，12 名球员和一名教练或许必须潜水脱离
险境。救援人员担心，潜水出洞伴随较大风险。

大雨将至

天气预报显示，清莱府等地本周晚些时候
将迎来强降雨。泰国正值雨季，频繁降水可能持
续到 10 月。

内政部长阿努蓬·保津达 3 日说，尽管救援
队仍在努力从“銮洞”往外抽水，这一四处延伸
的大型洞穴群显然难以排干。为了赶在下大雨
前脱离险境，足球队员们可能需要在专业潜水
员带领下，按照搜救人员进洞路线，潜水脱身。

这支足球队的球员和教练 6 月 23 日进入
銮洞探险时遭遇洪水，躲在洞内一处地势相对
较高的坡地上。

“潜水不容易。对从来没有潜过水的人来
说，会有难度。与在游泳池里不同，洞里有些
小通道，”阿努蓬说，“如果中途出了岔子，可
能会危及生命。”

救援人员估计，足球队员所处位置，相距
洞穴入口大约 1500 米，这段路径的大约一半
处于水淹状态。

英国洞穴救援协会参与这次救援，在一
份声明中提醒：“虽然(洞内)水位下降，潜水
条件依然困难。”任何让受困人员潜水逃生的
尝试都应慎重，需要考虑技术上的巨大挑战
和风险。

多措并举

参与救援的洞穴潜水员本·雷梅南茨接
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最简单的营
救方式是“继续从洞穴中往外抽水”。按照他
的说法，如果水位能再下降一米左右，足球队

员们可以穿上救生衣，在救援人员引领下漂
出洞穴。

强降雨即将到来，这一方案难以实现。雷
梅南茨说：“时间对他们不利。”

救援队考虑过从地面钻洞，但这需要在地
表确定足球队员所处的精确位置。英国洞穴
救援协会助理副会长加里·米切尔告诉美联
社记者，受困人员所处位置可能距离地面 800
米至 1000 米，需要钻透岩层，“费事棘手”。

救援队还在洞外寻找别的入口，希望找
到一条合适的裂沟，能从另一面通往队员们
所处坡地，但至今没有找到。

“显然，现在最大的风险是降雨，”米切尔
说，“如果开始下雨或者雨不停导致水位升
高，就需要更抓紧一点了。”

跨洋鼓励

智利矿难幸存者奥马尔·雷加达斯曾经

被困井下 69 天，3 日向大洋彼岸的泰国少年
足球队发去信息，鼓励他们互相帮助、等待救
援。

雷加达斯和 32 名工友 2010 年 8 月
遭遇铜矿塌方，在地下熬过 6 9 天后获
救。

雷加达斯 3 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
“这对他们来说太糟糕了。他们年纪还小，
但我相信这些坚强的小子们能够一个不少
的出来。”

作为“过来人”，雷加达斯给出自己的建
议：“他们唯一应该想的就是一定会离开那
里，与家人团聚。”

除了信念和祈祷，雷加达斯说幽默非常
重要。

“他们不需要为害怕而感到羞耻，”雷加
达斯说，“因为我们也害怕，也掉眼泪。即使是
成年男人，我们也哭。”

(刘秀玲 新华社专特稿)

强降雨将至困难增加，救援队正在寻找别的入口

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借助社交媒体通报：食
用“能量棒”和电解质等营养物已经送达小球员；已经派人
去陪伴他们；等待启动把他们带出洞穴的计划。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说，小球员们还没有脱离险境，营救
过程复杂。“我们发现他们安全，但行动没有结束。”

美国洞穴救援委员会官员安玛尔·米尔扎告诉美联社，
救援人员面临的首要决策是直接救出这些人，还是先就地
补给。

米尔扎说，即便相对简单的潜水，尝试让非专业人员
潜水出洞也可能出现“最危险的情形”；如果就地补给，
挑战取决于潜水难度。“问题来了，潜水有难度意味着补
给困难，而尝试让他们潜水出来风险更大。”

那荣萨 3 日上午说，医疗人员进入洞穴评估队员健康
状况，认定大多数人身体状况稳定，没有人面临生命危
险；搜救人员正在制定下一步方案。

(陈丹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两名英国人 2 日最先在泰国北部清莱府一个大型洞穴
内找到 12 名少年足球队员和 1 名教练。

英国退休消防员里克·斯坦顿和信息技术咨询顾问约
翰·沃兰森经验丰富，多次参与搜救洞穴探险者。

驰援泰国

少年足球队队员和教练 6 月 23 日失踪，泰国政府联络
专业救援人员，电话打到斯坦顿和沃兰森那里。

斯坦顿家住英国考文垂市，退休前是消防员。
沃兰森在布里斯托尔市从事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两人与他们的英国队友 6 月 26 日从英国首都伦敦出

发，前往泰国，行李中装有洞穴救援装备，包括用于洞穴联
络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在搜救现场，斯坦顿、沃兰森与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
豹突击队”合作。两人潜入洞穴，帮助绘制洞穴内部地图。

7 月 2 日晚，斯坦顿和沃兰森最先找到少年足球队员。
“海豹突击队”发布的视频中，一名潜水员用英语询问

队员们的情况。英国洞穴救援协会会员克里斯·朱厄尔向美
联社证实，视频中的两名潜水员是斯坦顿和沃兰森。

斯坦顿的上级亚历克斯·道说，斯坦顿的消防员经验能
帮助他更好地参与营救。“如果有个像他一样的人陪着，那
些(泰国)孩子们会平安，”道说，“他清醒、冷静，遇事镇定。”

多次出手

这不是两人第一次参与国际洞穴搜救。
斯坦顿 2012 年接受《考文垂电讯报》采访时说，最让他

记忆深刻的一次搜救是 2004 年在墨西哥，涉及 6 名英国洞
穴探险者。

“他们被困 9 天，我们只能教其中一些人潜水，让他们
潜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斯坦顿说，“总共耗费 9 个小时才
把他们都救出来。”

斯坦顿 2010 年参与营救法国洞穴探险者埃里克·埃斯
塔布利。经过 8 天搜寻，救援队在法国南部一处洞穴找到埃
斯塔布利。沃兰森与斯坦顿一起参与那次搜救。

沃兰森 2013 年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建议，不
要试图在洞穴潜水中寻求刺激。他说：“某些情况下，恐慌和
肾上腺素很棒，但洞穴潜水时不是。你最不想要的就是任何
肾上腺素。”

少年足球队员已经由斯坦顿和沃兰森找到，但依然身
处险境。由于雨水淹没洞穴内一些区域，今后几天可能下大
雨，泰国方面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让他们学习潜水，以
潜水方式脱离险境。 (刘秀玲 新华社专特稿)

已送进营养物

营救过程复杂

世界杯八强战四个关键词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吴俊

宽)正在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等
亚洲球队的表现让不少中国球迷羡慕不
已。中国足坛名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专家委员会主任金志扬 4 日表示，临渊
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足球要想提升
水平就要抓根促本，在提升联赛水平的
同时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坚持久久为
功，避免急功近利。

“世界杯上日本队打进十六强，韩国
这些亚洲球队表现也不错，对我们有很
大刺激。我们应该反思自己，光羡慕是没
用的，一定要抓根促本。‘本’是联赛，‘根’
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是校园足球，”金志
扬 4 日出席由德尔地板联合“中华足球
种子计划”共同发起的“‘绿茵行动，助梦
未来’中国足球未来星”第二季活动时
说。

“如果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物
力、人力、财力投入到校园足球、投入到
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中，像日本韩国那
样，从校园足球抓起，步步为营，中国足
球也同样能够走出困境。”金志扬说：
“2015 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指明了校园足球发展的方向。
这方面我们和日韩有差距，但是这几年
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要注意的是千万
不能急功近利，必须要遵循人才培养的
客观规律，不能为了出成绩过早‘掐尖’或
‘揠苗助长’。只有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
才能久久为功，有所收获。”

当日的活动在北京芳星园第二小学
举行。活动现场，金志扬作为特邀嘉宾表
达了对当代青少年的期许，希望有更多
的青少年热爱足球、投身足球，以强健的
体魄和顽强的斗志助力中国足球的发
展。随后，金志扬和德尔地板负责人等相
关代表向北京市芳星园第二小学捐赠了
价值 10 万元的足球训练器材，并在现场
观看了由该校足球队参加的友谊赛。

金志扬表示，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
到校园足球工作中是一件好事。足球是
一项智能型的运动，校园足球本质是教
育，教育是育人为本。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必须“广种”才
能“薄收”。不能指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
员，但是只要有更多的青少年热爱足球、投身足球，中国足
球未来就有希望。

金
志
扬

羡
慕
日
韩
不
如
抓
根
促
本

两名英国救援专家

最先找到被困球员

新华社柏林 7 月 3 日电(魏颀)德国足协
3 日宣布，勒夫将继续担任德国队主教练。当
天早些时候，勒夫在同德国足协高层进行会
谈时公布了自己的决定。

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说：“我们就很多
方面进行了坦诚而充满信任的交谈。大家
一致确信，勒夫会仔细地分析现状，展开正
确的行动，带领国家队回到成功之路。”格
林德尔认为现在就做出详细的分析为时过
早，勒夫会和国家队领队比埃尔霍夫一起
充分地利用时间，在 9 月国家队参加首届
欧足联国家联赛前提交详尽全面的分析报
告。

勒夫感谢德国足协对他的一贯信任，表
示在外界对此届世界杯德国队糟糕表现进行
合理批评的同时，他还感受到足协对他整体
工作的支持和肯定。“我仍然像前几天一样非
常失望，但是我现在愿意全身心投入到球队
重建当中。”勒夫说。

比埃尔霍夫说：“我很高兴勒夫继续带领
球队。我们昨天很长时间在一起吃饭交流，我
强烈地感受到他身上重整旗鼓的力量。”德国
队队长诺伊尔也对勒夫的决定表示欢迎，“我
相信，我们能一起重新变得强大”。

勒夫在今年 5 月刚刚同德国足协延长了
工作合同，期限至 2022 年。

勒夫继续执掌德国队帅印
“一切皆有可能，摆脱历史和期望的重压。”

——— 英格兰队点球大战 22 年不胜的“魔咒”在
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中破解，英格兰主帅索斯
盖特诗意了一把。

“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我还不想现在回
家。”

——— 莫斯科的夜太美，晋级八强还不足以让索
斯盖特满意，他想继续在这里书写传奇。

“英格兰球员被犯规次数多是因为他们假
装，但下一场他们会安分一些。”

——— 哥伦比亚主帅佩克尔曼认为英格兰队员被
犯规是在“演戏”，向裁判要牌的行为更是不能
容忍。

“一场比赛如此多的犯规和中断，我认为
这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哥伦比亚的
队员，也应该看看英格兰队的队员。”

——— 哥伦比亚与英格兰的比赛裁判共给出 8
张黄牌，其中哥伦比亚队 6 张，“三狮军团”2
张。佩克尔曼认为这不公平，正所谓“一个巴
掌拍不响”。

“当球迷高声呼喊我名字的时候，我有
一种超现实的虚幻感觉。”

———“黑马”瑞典队 1 ：0 击败瑞士队，24 年
来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黑马”主教练安德
松有点受宠若惊。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4 日电

世界杯妙语连珠

新华社泰国清莱 7 月 4 日电(陈家宝、李
欣莹)在泰国清莱府参与搜救被困少年足球队
员的中国洞穴救援专家谭晓龙 4 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孩子们身体比较虚
弱，洞内情况复杂，将他们转移出洞的难度
较大。

谭晓龙说，被困人员所在地距山洞中较为
安全营地约 2000 米，其中有 1300 多米被水淹
没，必须潜水通过。水下情况十分复杂，通道
狭窄、能见度低，参与洞内救援的约 300 名潜
水员中只有少数洞穴潜水专家能顺利通过。而

洞内未被水淹没的路段乱石林立、狭窄难
行，无法使用担架，被困人员如果体力不支
则难以通过。

被困人员多为 11 至 16 岁孩子，他们长
时间处于黑暗环境且近 10 天未进食，现在
身体较为虚弱，需要时间恢复体力。考虑到
被困人员的胃部适应能力，他们目前靠一种
含有营养物质和能量的胶质食物维持体力。
谭晓龙说，目前最重要任务是对被困人员进
行潜水培训以配合救援人员。此次洞穴潜水
完全在封闭水域进行，短时间内完成培训对

教练和被困人员都是严峻挑战。
谭晓龙说：“孩子们的家人及全泰国人

民都热切期盼他们平安归来，营救更需确保
万无一失。我们必须对孩子们能平安完成洞
穴潜水有绝对把握，才能开始转移他们。”

谭晓龙说，营救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前
期准备工作，救援物资运送是救援队目前主
要任务。由于泰国目前处于雨季，雨量很
大，为保持洞内水位不再继续上涨，抽水机
正 24 小时不间断从洞内抽水。

谭晓龙所在的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洞穴

救援队 6 月 29 日抵达救援现场后就一直在
洞内参与救援。各国救援人员正昼夜向洞内
运输物资。泰国政府已发出呼吁，希望更多
洞穴潜水专业人士参与救援。

泰国清莱府一支少年足球的 12 名队员
和 1 名教练 6 月 23 日进入清莱府一处山洞
后失踪，泰国国内及中国、美国等国救援队
参加搜救。 7 月 2 日，搜救队发现 13 名被
困人员全部幸存。据报道，这处山洞全长超
过 10 公里，是泰国第四长的山洞，由于洞
内地形复杂，至今未有人走完全程。

泰国被困山洞少年足球队员仍未脱险，多国救援队参加搜救

中国救援专家：目前转移孩子出洞难度较大

▲ 7 月 4 日，在泰国清莱少年足球队成员被困的溶洞，一名医生（左）查看少年足球队员的伤
情。因洪水被困在清莱一个溶洞里的 13 名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目前状态良好，救援队正寻求
最稳妥的解救方案。救援人员已进入山洞为被困人员提供食品药品和可保温的锡箔纸，以防
出现意外。 新华社发（泰国军方供图）

▲ 7 月 3 日，在泰国清莱，中国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洞穴救援专家潜入洞穴为救出被困
人员做准备。泰国 12 名少年足球运动员和 1 名教练 6 月 23 日进入泰国一处国家公园洞穴内
“探险”后失踪。连日来，泰国、美国等国的多支救援队展开昼夜搜救行动。中国洞穴救援专家队
6 月 29 日抵达泰国，加入对 13 名失踪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的搜救行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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