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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3 日电（记者
董意行、肖亚卓、张逸飞）高科技手段
辅助判罚是否会影响足球比赛的观赏
性和流畅性？在国际足联 2016 年引
入视频助理裁判（VAR）时，这个话题
就曾引起广泛讨论。而卡塔尔世界杯
启 用 的 半 自 动 越 位 识 别 技 术

（SAOT），在阿根廷队连续 3 个进球
被判越位并爆冷负于沙特阿拉伯队
后，再次掀起热议。
　　在 22 日的 C 组首场小组赛中，
阿根廷队在上半时被判罚 7 次越位，
其中包括 3 个越位进球。第 22 分
钟，梅西在中圈弧顶附近获得单刀机
会，面对门将低射破门但越位在先；几
分钟后，劳塔罗挑射破门，再次被吹罚
越位；第 34 分钟，劳塔罗接到梅西的
直塞将球打进，但又一次越位。
　　除了第三个越位较为明显外，前
两次的越位用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
尼的话来说都是“毫米级的”，只有在
3D 动画图像的帮助下才能明确展示
球员越位的身体部位，但这一切在半
自动越位识别技术面前都暴露无遗。
　　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由特制摄像
机、球内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系统三部
分组成，特制摄像机用以追踪场上的
足球和每名球员并精准定位，球内传
感器可以更准确地判断传球点，而人
工智能系统会对特制摄像机和球内传
感器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对越
位情况做出判断。
　　这类新技术的引入无疑可以帮助裁
判做出更准确、更公正的判罚，但随之而
来也引发“影响比赛流畅性”的争议。
　　与篮球、冰球、橄榄球等其他球类
运动不同，除中场休息外，足球比赛的
90 分钟内没有暂停、停表等中断比赛
的情况，流畅性一直是足球项目备受欢
迎的原因之一。
　　但随着 VAR 的引入，顶级足球比
赛中反而更容易出现暂停和延误，因为
场上主裁和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观看视
频回放后才能做出判罚，而这有时候需
要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有的球
员、教练、球迷们只能静静等待裁判的决定。
　　错过得分机会不用懊恼，进球后也不要着急庆祝，因
为此后的几分钟内一切都有可能发生。阿根廷球员们本
场比赛就经历了这样的跌宕起伏，很难说球员们的心态
和表现有没有受到影响。
　　足球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运动，误判和偶然性一
直是足球的魅力所在，但杜绝球场“冤案”也一直是场内
外强烈的呼声。既要通过技术手段保持公平公正，又要
尽力维护足球的流畅性，或许这是一道无解的两难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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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2 日电（记者张荣锋、张泽伟）卡
塔尔世界杯比赛进入第三天，超长补时的趋势已经显现，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超长补时的场次或将越来越多。
　　英格兰队对伊朗队的小组赛总补时近半小时，上半
场补时 15 分钟，下半场补时 14 分钟。对于本届世界杯
的超长补时，其实是国际足联希望球迷能有更多的时间
欣赏有效比赛，希望确保常规的 90 分钟时间能够更多
成为场上竞技时间。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 20 日在赛前媒体
吹风会上就透露了本届世界杯会出现超长补时的信息，他
当时说：“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我们就曾尝试补齐时间，
所以你当时就看到过 6、7、8 分钟的补时。”科里纳透露，
国际足联要求第四官员要紧盯赛场上有效比赛之外流失
的每一秒，这些流失的时间包括伤停、替换球员、红黄牌、
进球庆祝、VAR（视频助理裁判）查看，当然还有老套的领
先一方刻意浪费的时间。赛场上这些竞技之外累计流失
的时间，都要完整地补回来。不过当时没人会想到，补时
决定会被执行得如此彻底，现在回想一下，英格兰队对伊
朗队的比赛共有八个进球，补时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22 日阿根廷队对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下半场原
定补时 8 分钟，因为沙特阿拉伯队球员补时阶段伤停时
间较长，最后补时持续了近 14 分钟比赛才结束，说明裁
判组在执行新补时政策上不折不扣。根据数据网站
OptaJoe 的统计，在 22 日阿根廷队对沙特阿拉伯队的比
赛后，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五个半场补时都来自本届赛
事。21 日荷兰队对塞内加尔队和美国队对威尔士队的
下半场实际补时都超过 11 分钟，对于超长补时，科里纳
明言目的就是让球迷有更多时间欣赏比赛，另外国际足
联对于场上刻意浪费时间的行为也很气愤。
　　 2017 年，荷兰足球名宿范巴斯滕在担任国际足联
技术发展部总监时就注意到，无论球场上发生了什么，裁
判通常都是上半场补时 1-2 分钟，下半场补时 3-4 分
钟，他当时曾建议世界杯比赛采用“60 分钟停表”模式，
有效比赛时间持续 60 分钟，比赛一旦中断就停表，比赛
重启再开表，类似于篮球比赛的计时方式。科里纳表示，
国际足联无法接受有效比赛时间只有 42-45 分钟，所以
裁判委员会本届世界杯开始执行新的补时办法。VAR
回放查看要耗时 2 分钟，进球庆祝需要 1 分钟到 1 分半
钟，一场比赛仅进球庆祝可能就要消耗 3-5 分钟，这些
都是需要考虑补回来的时间。
　　对于超长补时是带来了更多戏剧效果还是更多体
能消耗，自然是有争议的。补时更长，中立球迷当然高
兴，可以有更多时间欣赏比赛。对于落后一方的球队和
球迷，可以有更多机会扭转局面，自然也是乐见其成。
但比分领先的球队及其球迷，通常就会有意见甚至怨
言，21 日英格兰队 6：2 大胜伊朗队的比赛后，英格兰队
主教练索斯盖特就表达了对超长补时的质疑，他说：“上
下半场共补时近半小时，我们需要专注的时间太长，后
来我们的专注度下降，比赛节奏慢了下来，我们自然就
没了效率。”索斯盖特暗示比赛最后时刻送给伊朗队的
点球与超长补时脱不了关系。

超长补时，世界杯新动向

日本逆转击败德国 “死亡之组”抢得先机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3 日电（记者张泽
伟、郑昕、杨汀）继沙特队逆转击败阿根廷队
后，日本队 23 日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以
2：1 逆转战胜前世界冠军德国队。
　　这场胜利让日本队在拥有德国、西班牙
队的“死亡之组”中抢得先机，也让世界再次
领略了亚洲足球的水平和魅力。
　　作为亚洲一流强队，日本队有多达 20
名球员在欧洲踢球，其中 8 名在德国联赛效
力。但在“四星德国”面前，日本队依然只能
算是“小弟”。赛前双方非常谦虚低调，但赛
场上却寸土不让，几乎杀红了眼。
　　日本队在开场 8 分钟就在中场抢断成
功，由前田大然完成破门，但越位在先被判无
效。整体实力占优的德国队随后掌控了局
面，京多安、格纳布里先后射门都被日本队门
将权田修一扑出。第 31 分钟，基米希精准
长传，劳姆禁区内得球被权田修一放倒，京多
安主罚点球一蹴而就。
　　下半场开始，德国队仍然占有场面优势，
京多安中路打门击中立柱，随后德国队的连
续进攻迫使权田修一做出精彩四连扑。但此
后形势急转，日本队提升了传球效率和反击
速度，尤其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堂安律、浅野
拓磨发挥出色，前者在第 75 分钟将诺伊尔
扑出的球补射入网，后者在第 83 分钟接后
场长传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得手。
　　虽然德国队全场控球率占优，射门次数
是对手的两倍多，虽然德国队接连换上格策、

菲尔克鲁格、穆科科试图挽回局面，但依然
无济于事，只能接受 1：2 被逆转。

　　赢球后的日本队在“死亡之组”抢得先
机，下一场，他们将迎战实力相对较弱的哥

斯达黎加队，而德国队则要和劲敌西班牙
队“死磕”。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2 日电（记者岳东
兴）姆巴佩在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场亮相，
就展现出了这位新一代球星的与众不
同——— 他的“一对一”几乎无人能防，瞬间
就能打破局部平衡，这是法国队向着卫冕
目标迈进的关键动力。
　　当晚，面对澳大利亚右后卫阿特金森
的盯防以及队友的协防，在法国队介于
433 和 4231 体系中的姆巴佩，将他冲锋陷
阵的左路，演绎成了“姆巴佩走廊”。
　　减速、假动作、提速、过人、下底传中、
内切中路，法国队的头号球星在“一对一”
上展现出“只要我想过、我就要过你”的冲
击力和霸气，并以一个头球和一次助攻，彻
底击垮了“袋鼠军团”的斗志，是法国队 4 ：
1 赢得“开门红”的关键人物。
　　本届世界杯，整体足球、传控配合、高
位逼抢、重视边路、个人停球和接球技术
日趋细腻，是各队展现出的一些共性趋
势。然而，在观赏性上略显不足的是，球
员们即兴发挥少了一些，一对一“正面刚”
并不多见，踢得高效合理是更多球队的
选择。
　　曾几何时，“外星人”罗纳尔多的“钟摆
过人”、德尼尔森的“花式单车”、罗纳尔迪
尼奥的“牛尾巴”、齐达内的“马赛回旋”、梅
西的连过数人等在气氛紧张的绿茵场上，
创造出了许多个性十足、技惊四座的经典
时刻，不仅过掉了对手，也创造了无数球迷
们的青春记忆。
　　因此，以“变速+假动作”为特点过人
的姆巴佩，以一种直接和冲击力十足的方

式，成为本届杯赛上稀缺的、只看个人特点
就具备观赏性的球员。
　　这意味着往往是主动要球的他，只要
带球突破，就可能制造威胁，并随之带来

“以一敌二”、撕破对手防线的效果。
　　更厉害的是，姆巴佩不仅能继续内
切射门、穿插到中路远射、门前抢点头
球，还可以给锋线上的“大吉鲁”送出如
鱼得水般的助攻。这使得“高卢雄鸡”的
锋线具备了冲击力、速度、变化和创造

力，这也是他们攻城拔寨、冲击卫冕目标
的关键。
　　如果不是十多年来“梅罗”的“绝代双
骄”太精彩和持久，也许姆巴佩已经创造了
属于他的时代。19 岁就赢得世界杯冠军，
在俱乐部拿奖拿到手软，对于几乎无人能
防的姆巴佩，接下来面临的挑战或许只有
一个——— 保持住进取心、求胜欲、新鲜感，
以及对足球那份丝毫不减的热爱，这是他
未来能否比肩“梅罗”的关键。

法国队能否卫冕？关键看“姆巴佩走廊”

▲ 11 月 22 日，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中）在比赛中突破。新华社记者孟永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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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技术就是这
样，尽管有些越位是毫
米级的。这是悲伤的一
天 ，但 我 们 要 继 续 前
进。”
　　——— 在世界杯小组
赛首轮 1：2 爆冷不敌
沙特阿拉伯队后，阿根
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
示，三个无效进球让球
队陷入困难，但现在要
做的就是赢下对阵墨西
哥队和波兰队的两场小
组赛。

　　“在昨天的封闭训
练中，莱万多夫斯基练
了点球，他一个都没有
打丢。但这就是足球，
伟大的球员有时候也
会罚丢点球。”
　　——— 在 22 日波兰
队与墨西哥队的首轮较
量中，队长莱万多夫斯
基的点球被墨西哥队门
将奥乔亚扑出，最终双
方互交白卷。赛后，波
兰队主教练米赫涅维奇
表达了对莱万的支持与
鼓励。

　　“足球就是足球。
这是一个点球，要么进
球，要么丢球。他会回
来的。”

　　——— 波兰队队长莱万多夫斯基在对阵墨
西哥队时罚失点球，赛后，队友卡什表达了对
他的支持。

　　“这就是足球，总有疯狂的事情发生，我
们只庆祝了 20 分钟，因为接下来还有两场艰
难的比赛等着我们。”
　　——— 首场小组赛 2：1 战胜夺冠热门阿
根廷队后，沙特阿拉伯队主教练勒纳尔坦言
这场胜利会载入史册，但胜利过后，更需要脚
踏实地。

　　“我是日本足球的粉丝，他们在很多方
面都非常优秀。尤其是那些效力于德甲的
球员，比如远藤航是过去几年在德甲表现最
好的中场球员，镰田大地在德国知名度很
高。”
　　——— 23 日，德国队和日本队将在世界
杯首轮比赛中相遇，赛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德国主帅弗利克这样评价对手。

　　“你怎么能挡住这么快的人？这太难
了。”
　　——— 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澳大利亚队
1：4 不敌卫冕冠军法国队。谈及法国球星
姆巴佩，澳大利亚队主帅阿诺德显得很无奈。

　　“球队有很多人都掐自己，不太相信我们
真的打进世界杯了。”
　　——— 加拿大队时隔 36 年重返世界杯舞
台，球队主帅赫尔德曼表示，这是球员证明自
己的机会，并且相信球队能在本届世界杯上
取得一番成就。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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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 月 23 日电
（记者赵焱、陈威华）每到世界杯大家似乎
都最怕“球王”贝利预言，巴西前国脚罗马
里奥曾说“贝利沉默时就是一首诗”。不过
巴西媒体分析了他在最近十几届世界杯上
的预言，发现事实上正确预言要比错误的
来得多。
　　 1982 年西班牙世界杯：贝利不看好
桑塔纳带领的巴西队。在世界杯前贝利说
桑塔纳的队伍缺乏勇气，巴西队华丽却没
有效率。
　　对于巴西队他预言正确；但他预言阿
根廷队夺冠，真正的冠军却是意大利队。
　　 1986 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对依然
是桑塔纳带队的巴西队批评更加尖锐，他
说巴西队失败的概率是 90% 。他认为备
战阶段“一点都不认真”、训练计划错误百
出、队员挑选有问题。这一次他也预言
正确。
　　 1990 年意大利世界杯：贝利批评了
巴西队主教练拉扎罗尼。他当时和意大利
传统体育报纸《米兰体育报》签约成为专栏
作者，他在文章中说拉扎罗尼应该改变阵
容。他认为不应该让穆勒上场，而是应该
在卡雷卡旁边安排贝贝托和罗马里奥。
　　这届比赛中巴西队被阿根廷队淘汰的
八分之一决赛中，临近结束时穆勒真的没
有把握住一个很好的机会。
　　 1994 年美国世界杯：这一届贝利“乌

鸦嘴”的绰号被叫得最响。因为他很看好
哥伦比亚队，然而哥伦比亚队在三场小组
赛中失 5 个球，积分垫底被淘汰。
　　但在巴西队方面他赞扬了教练帕雷
拉。他预言准了瑞典队的优秀表现，后者
仅在半决赛中被巴西队淘汰。他还看好德
国队和意大利队，后者最终获得亚军。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在巴西《环球
报》的专栏中，贝利认为巴西队的老对手法
国队会夺冠。他还认为意大利队和阿根廷
队表现会很好，这两支队伍都进入了四分
之一决赛。
　　 2002 年韩日世界杯：他继续在世界
杯期间为《环球报》写专栏，认为夺冠热门
是法国队和阿根廷队，然而这两支队伍都
没有走远，倒是巴西队夺冠了。
　　 2006 年德国世界杯：贝利赛前表示，
巴西队员的体能准备不足，罗纳尔多除外。
他还说“即便我们的足球技术好，但巴西队
还是可能在进入淘汰赛后就被淘汰”。他
稍微错了一点儿，巴西队被法国队淘汰是
在四分之一决赛。
　　 2010 年南非世界杯：贝利预言 2008
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夺冠。在欧锦赛时贝
利就说：“我很幸运，很多人都看好意大利
队和德国队，但我说西班牙队会赢，很幸运
我说对了。”贝利非常喜欢伊涅斯塔，他在
世界杯前就肯定地说，西班牙队是夺冠热
门。他还说邓加率领的巴西队在成长，组

织也不错，但西班牙队实力更强。结果他
说对了。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作为东道主，贝
利还是没有将冠军押在巴西队身上，他认为
德国队或者西班牙队会夺冠，这也让巴西队
主帅斯科拉里非常不满。在开赛前的一次
活动上，斯科拉里说：“贝利这样说是吗？那
太好了，那我就更相信巴西队了。如果贝利
赌德国队赢，很可能德国队赢不了。”
　　这一回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德国队 7：
1“狂屠”巴西队，最终还赢得了冠军。溃
败后，贝利虽然安慰了斯科拉里，但是他也
很委屈地说：“我说德国、西班牙、荷兰和巴
西队都有可能，就西班牙队表现不佳，我说
对的时候没有人记得。”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贝利对蒂特
率领的队伍发表评论说，这支队伍汇集了
很多欧洲优秀俱乐部的球员，比如内马尔、
库蒂尼奥、菲尔米诺等，但是最大的挑战是
让这些球员在场上配合好；他还认为蒂特
替代邓加是正确的。但他没有预测到巴西
队会倒在比利时队的脚下。
　　夺冠热门方面，贝利列举了阿根廷、德
国、英格兰和法国队，最终夺冠的是法
国队。
　　卡塔尔世界杯，这一次贝利认为巴西
队将成为六冠王。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上
的首秀是当地时间 24 日与塞尔维亚队的
比赛，贝利这一次能预测正确吗？

“球王”贝利预言真的那么不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