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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三狮打爆波斯铁骑
英格兰队6：
2战胜伊朗队 贝林厄姆成首位在世界杯进球的00 后

赛场速递
18 倍身价的差距，4 个球的比分差距！北
京时间 11 月 21 日晚，卡塔尔世界杯 B 组小组
赛，首发阵容身价 6.34 亿欧元的英格兰队 6 比 2
大胜首发身价 3510 万欧元的伊朗队。
英格兰小将贝林厄姆在上半场第 35 分钟
为球队首开记录，成为首位本世纪出生的世界
杯进球者。他也成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比赛开场就出现意外，
上半场第9分钟，
伊朗
队门将贝兰万德与队友头碰头相撞，
比赛一度暂
停 6 分钟。随后贝兰万德无法坚持，
最终被担架
抬下场。贝兰万德在 10 场世预赛亚洲区 12 强赛
中出场 9 次 6 次零封对手，
是球队绝对主力。他
的意外受伤让伊朗主帅奎罗斯表情痛苦不堪。
这一意外也让伊朗队上半场就被打花。为
英格兰队首开记录的是还未满 20 岁的贝林厄

姆。上半场第 35 分钟，卢克·肖传中，贝林厄姆
头球破门打进个人英格兰成年队首球。他也成
了首位本世纪出生的世界杯进球者。
英格兰的青春风暴还没完。第 43 分钟，21
岁的萨卡为英格兰队扩大比分。第 45 分钟，伊
朗队中场失误，凯恩右路禁区线附近传到禁区
斯特林，
“快乐男孩”
将比分改写为 3 比 0。
下半场开场后不久，
萨卡完成双响，
成为第
一个在世界杯上梅开二度的 00 后。21 岁 77 天
的萨卡也是在世界杯首秀中上演双响第二年轻
的球员，最年轻的是 1966 年世界杯上的贝肯鲍
尔（20 岁 304 天）。
随后双方你来我往，
最终将比分锁定在6：
2。
19 岁 145 天的贝林厄姆是英格兰队在世界
杯上首发第三年轻的球员，仅次于 1998 年的欧
文和 2014 年的卢克·肖。在德国转会市场网
上，贝林厄姆是如今这支英格兰队中身价第二
高的球员，以 1 亿欧元身价仅次于身价 1.1 亿欧
元的福登。
据《南方都市报》

11 月 21 日，英格兰队
球员贝林厄姆（左）进球后与
队友芒特庆祝。 新华社发

凯塞多揭幕战兑现承诺 皇马双枪力助桑巴军团

热点直击
北京时间 11 月 21 日，期盼已久的
世界杯如期拉开战幕，而对所有参赛
球员中最年轻的穆科科来说，这一天
还具有着别样的意义——世界杯开幕
之时也是他 18 岁的生日。从升入俱
乐部一线队开始，年少成名的他就被
众人寄予厚望，仅仅一年多便成为德
国队世界杯阵容一员。像穆科科一
样，不少初登世界杯赛场的小将早已
名声在外，他们只是需要时间来逐步
兑现自己的天赋，
在卡塔尔完成与“80
后”
的交接。
只可惜，还未等到穆科科正式亮
相，另一位“00 后”小将、21 岁的厄瓜
多尔中场莫伊塞斯·凯塞多，
就用实力
证明了自己。在揭幕战前的发布会
上，
莫伊塞斯·凯塞多就表示，
“唱国歌
的时候，我会想起 2014 年世界杯时，
我还在厄瓜多尔的贫民区，我可能会
因此而落泪。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所做
出的奉献和努力，能参加首场比赛我
很兴奋，
球迷是支持我们的源泉，
激励
我们在球场上取得好成绩。
”
虽然只有 21 岁，但凯塞多已经成
为英超布莱顿的绝对主力。本赛季全
部 14 场英超赛事，场场首发，而且几
乎踢满全场。2021 年初，布莱顿斥资
500 万 欧 元 从 厄 瓜 多 尔 独 立 谷 签 下
他，如今这位新星的身价已经达到了
3800 万欧元。
“ 我们没有压力。我们
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靠着自己的
努力来到了这里。全世界的目光都将
注视着我们，我们可以在球场上向所
有人展示我们是谁。
”
正是在他的带领

“00 后”新星闪耀卡塔尔世界杯
下，厄瓜多尔完成了一个看上去完成
不了的任务，在揭幕战中掀翻了东道
主。
卡塔尔世界杯被称为“诸神的黄
昏”，当梅西、C 罗、内马尔、莱万多夫
斯基等巨星，都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
次世界杯时，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
来。短短 4 年前，俄罗斯世界杯还没
有任何“00 后”球员，但本次世界杯，
“00 后”球员多达 128 人！世界杯球员
之中，身价超过 5000 万欧元的 101 位
球员中，征战世界杯的“00 后”就多达
20 人，如果算上刚刚进入职业生涯上
升期的 24 岁以下球员，则有 37 人，占
据 1/3 的份额。
哈兰德没到卡塔尔确实遗憾之
至，但在炙手可热的姆巴佩并非全无
对手。世界杯第一夺冠热门巴西，就
有上赛季联袂助皇马夺得双冠王的维
尼修斯和罗德里戈，此外 1 亿欧元转
会费的安东尼，在阿森纳大放异彩的
马丁内利，
他们一起，
为巴西队带来了
3R 时代以来最豪华也最有潜力的攻
击群。身价已高达 1.2 亿欧元的维尼
修斯，已被认为是下一个最有可能撑
起皇马的超级巨星。
就在世界杯开幕当天，德甲多特
蒙德俱乐部官方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晒
出为穆科科制作的生日海报，
并写道：
“祝我们的 18 号球员穆科科 18 岁生日
快乐！”自从 2020 年升上一线队，穆科
科至今为多特出战 59 场比赛，贡献 11
粒进球和 8 次助攻，本赛季 22 场 6 球 6
助，并入选了德国队的卡塔尔世界杯

名单。穆科科肯定不会是弗里克的主
力正选，刚满 18 岁的他，能够在世界
杯舞台赢得一席之地就已经远远强于
多数的同龄人。更何况，在天赋与能
力均令人过目不忘的同时，这名小将
似乎还有不错的运气。
尽管当世最强“00 后”哈兰德遗
憾 错 过 ，但 他 的 队 友 、同 样 出 生 于
2000 年的福登已经凭借强势表现入
选英格兰队大名单，即将完成世界杯
初体验。出道于曼城青训的福登，在
2017 年 12 月就完成个人在英超联赛
的处子秀，并在当赛季跟随曼城夺得
联赛冠军。当时福登年仅 17 岁零 350
天，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收获英超
联赛冠军的球员，福登也创造了新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国字号球队层
面，福登从 U16 到 U21 一直一路走来
直至今年入选英格兰世界杯大名单，
2017 年，他随英格兰夺取了 U17 的世
界杯。而在这支英格兰队中，还有贝
林厄姆、萨卡、芒特、阿诺德，
他们让英
格兰队形成了难得的集团优势。
同样迎来新星井喷“黄金时代”
的
还有西班牙队，在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
人才荒芜期，巴萨的拉马西亚为斗牛
士军团贡献了欧洲金童佩德里、加维、
安苏·法蒂、加西亚，
再加上费兰·托雷
斯、奥尔莫，足以让西班牙时隔 10 年
再次向欧洲乃至世界之巅发起冲击。
2004 年出生的加维，在巴萨已经不可
或缺，并在今年赢得了《法国足球》科

帕奖与《都灵体育报》金童奖。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杯既是青年
才俊展示的舞台，也可能是左右未来的
生意场。比如合约将在明年 6 月到期的
穆科科，
至今仍未与多特蒙德续约，
包括
曼城、利物浦、巴黎、曼联、巴萨和切尔西
等多家俱乐部都希望能免签这名未来的
实力派前锋。借助世界杯一鸣惊人后登
堂入室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样高端且众
星捧月式的舞台，对年轻球员来说绝对
是一次展销自己的好机会。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许诺

观战指南
11 月 22 日 18:00
阿根廷 VS 沙特阿拉伯
11 月 22 日 21:00
丹麦 VS 突尼斯
11 月 23 日 00:00
墨西哥 VS 波兰
11 月 23 日 03:00
法国 VS 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