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打卡

2022//11
2022
11//22 星期二

世界杯

责编/于慧琳
责编/
美编//张圣龙
美编
审读//孙勇
审读

价有所值

本届世界杯 32 强身价最高球队
英格兰用一场大胜演绎青春风暴

林厄姆打入球队首球，
成为世界杯历史上
首个进球的
“00 后”
，
也是英格兰队史世界
杯第二年轻进球球员，
仅次于欧文。21 岁
的萨卡则梅开二度，
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
杯梅开二度最年轻的球员。斯特林、
格拉
利什也均斩获进球，
拉什福德更是在替补
上场后仅仅 49秒就为英格兰进球，
成就了
世界杯历史上球员替补上场后第三快的
进球纪录。
英格兰的进攻令人惊艳，但仅仅一
场比赛确实也难以预判他们的未来。毕
竟，在世界杯赛场高开低走的情况发生
在他们身上也已经不止一次。仅就本场
比赛而言，在 6 个进球的潇洒快意之外，
英格兰遭遇的两个失球，也给后防线敲
了警钟。毕竟，对手伊朗可不是世界杯
赛场进攻出色的球队。
尽管在世界杯赛场上没有多少出色
成绩，
但作为亚洲足球的代表之一，
无论从
气候适应还是地理位置来说，
接近于主场
作战的
“天时地利人和”
都让伊朗队本场比
赛之前得到了不少看好。或许平均年龄是
参赛球队最大的现实和主力门将开场不久
伤退的突发，
影响了伊朗队的发挥，
但比赛
结果还是很扎心。再想到揭幕战面对南美
二流球队厄瓜多尔也是毫无作为的东道
主卡塔尔，亚洲足球的整体水准，与世界
顶尖水平的差距真的在拉大吗？ 大 伟

11 月 21 日，英格兰队球员马奎尔（左二
左二）
）在比赛中争顶
在比赛中争顶。
。新华社发
根据统计，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
32 强中球员总身价最高的球队。身价
高，果然有身价高的道理。小组赛首秀，
年轻的英格兰队掀起“青春风暴”，上半
场就 3 比 0 锁定胜局，最终 6 比 2 击败伊
朗，贡献了一场华丽的进攻表演。
世界杯进入第二比赛日，首支豪门
球队登场了。英格兰的阵容确实足够豪

华，球员全部来自欧洲五大联赛，豪门俱
乐部的球员比比皆是。根据德国转会市
场 网 站 估 算 ，英 格 兰 全 队 总 身 价 高 达
12.6 亿欧元，居本届世界杯 32 强之首。
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伊朗队确实要逊
色得多，总身价只有 5953 万欧元。
即便如此，赛前也没有多少人会预
测到英格兰会以 6 个进球的方式收获一

场大胜。毕竟，作为亚洲世界排名最高
的球队，伊朗的防守能力一向不错，上届
世界杯，他们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同属一
组，三场比赛也只丢了两个球。
比赛的过程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英格
兰水银泻地般的攻势，
伊朗队似乎完全没
有招架之力，
场上节奏整体慢了半拍。英
格兰连续进攻很快有了收获，
19 岁小将贝

11 月 22 日
————

世界杯的赛场上，阿根廷队总是冠军候选之一。这是 35 岁的梅西最
后一次征战世界杯，他不想留下遗憾，阿根廷队也不想，这场比赛是他们
在卡塔尔绿茵场踏出的第一步。沙特阿拉伯是亚洲强队，从地理位置来
看也算半个主场作战。但看了揭幕战东道主卡塔尔面对南美二流球队厄
瓜多尔的无力表现，以及伊朗队被英格兰队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恐怕也很
难对迎战阿根廷的沙特阿拉伯有太多想法。

赛点

21：00 D 组小组赛
———— 丹麦 VS 突尼斯 ————
丹麦是一支靠集体作战的球队，没有特别耀眼的明星，但阵容性价比
极高，球员相互之间配合默契，再加上悠久的历史传统，使得他们面对任
何球队似乎都值得期待。相比之下，突尼斯是更不被看好的一方，此前五
次参加世界杯从未从小组赛出线，历来扮演“送分童子”的角色，这一次会
不会有改观呢？面对丹麦这样的强敌，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11 月 23 日
00：00 C 组小组赛
———— 墨西哥 VS 波兰 ————
随着埃尔南德斯、
贝拉、
多斯桑托斯等人逐渐淡出，
这支墨西哥队有些
星光暗淡，阵容中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屈指可数。但即便如此，面对
世界排名低于自己的波兰，
连续 7 届小组出线的墨西哥队仍是这场比赛更
被看好的一方。通过附加赛才拿到世界杯门票的波兰，
聚焦点则基本都在
他们的核心球星莱万多夫斯基，
这也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

03：00 D 组小组赛
法国 VS 澳大利亚 ————

作为上届世界杯冠军，法国队依然是本届世界杯的大热门之一。不
过，随着本泽马等多位球星因伤退出，对于球队的实力难免会有所影响。
当然了，即便如此，法国队依然拥有着豪华阵容，澳大利亚队似乎很难阻
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袋鼠军团”的 26 人阵容中，有 17 人是首次参加世界
杯，他们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晋级 16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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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C 组小组赛
阿根廷 VS 沙特阿拉伯

世界杯开幕式上的
“奇迹男孩”

新华社多哈
11 月 21 日电 20 日
晚的卡塔尔世界杯
开幕式上，一位双
手支撑身体行走、
只有上半身的男孩
出现在海湾球场中
央，成为观众最为
难忘的场景之一。
这个男孩是
谁？他的名字叫加
尼姆·穆夫塔，是卡
塔尔世界杯的大
使，他的故事感动
着世界。
20 年前，
穆夫塔在卡塔尔出生，
是
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一出生就被查
出患有先天性尾椎退化综合征，这是
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医生诊断后认
为，
小穆夫塔活下来的机会非常渺茫。
然而，穆夫塔的父母并没有放弃
这个小生命，小穆夫塔一天天长大，被
认为是一个奇迹。虽然只有上半身，
但父母鼓励他像其他人一样参与活
动。他不断超越自己的身体极限，用
手穿上足球鞋，手就是他的双脚，带
球、传球、射门毫不含糊。
除了足球之外，他还是一个游泳、
潜水、徒步和滑板的好手。依靠着自
己的双手，穆夫塔登上了海拔 3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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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举报：82860085

11 月 20 日 ，
2022 年国际足联
世界杯大使加尼
姆·阿尔
阿尔·
·穆夫塔
（ 右 ）在 开 幕 式
上。新华社发
左右的沙姆山。
在世界杯举办之前，穆夫塔就已
经是卡塔尔的名人，他在社交媒体上
拥有超过 300 万粉丝，人们被他的故
事感动和激励着。
成为卡塔尔世界杯的大使后，穆
夫塔说：
“我坚信足球和体育能成为不
同文化理解的桥梁，我希望通过这个
机会与全世界分享我的经历。”
在开幕式后的入场式上，
与国际足联
旗帜一同进场的，正是“Football unites
the world（足球团结世界）”
的旗帜。
而穆夫塔的经历，正诠释着这场
盛会希望向世界传达的理念 ——包
容、梦想和团结。

■青岛报业传媒集团法律顾问：
琴岛律师事务所侯和贞、王书瀚、王云诚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