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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笛”世界波 克罗地亚队“弯道超车”

老将顶住压力带队战胜苏格兰队，拿到小组第二晋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6 月 23 日凌

晨，2020 欧洲杯 D 组最后一轮赛事结束，克罗

地亚队 3:1 战胜苏格兰队后， 以小组第二的身

份晋级 16 强。 为克罗地亚队进球的分别是弗

拉西奇、莫德里奇和佩里西奇，莫德里奇和佩

里西奇在比赛中还各自收获了一次助攻。

这是两队第 6 次交手，此前苏格兰队 2 胜

3 平保持不败， 但在这场事关小组出线的生死

大战中，他们终于败下阵来。 比赛中有三位克

罗地亚队球员进球了，不过赛后赢得掌声最多

的还是莫德里奇。 下半场第 62 分钟，克罗地亚

队大举进攻，科瓦契奇做球，莫德里奇在大禁

区外迎球怒射， 用外脚背轰出一脚世界波，帮

助克罗地亚队再度领先比分。

纵观全场比赛，踢满全场的莫德里奇除了

1 进球 1 助攻外，115 次触球全场最多，98 次传

球和 86 次成功也都是全场最高。 此外，他本场

比赛还送出形成射门的传球 1 次，3 次传中成

功 1 次，10 次长传球成功 7 次，1 次盘带成功，

3 次面对对抗成功 1 次， 以及贡献了 1 次解围

和 1 次拦截。

35 岁零 286 天，莫德里奇本场比赛过后成

为球队历史中在欧洲杯上年纪最大的进球者。

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地亚队在欧洲杯上的最年

轻进球者也是莫德里奇， 他曾在 2008 年欧洲

杯上以 22 岁零 273 天的年龄创造该纪录。 还

有，能够在 2008 年欧洲杯以及 2020 年欧洲杯

上都有过进球的球员， 只有莫德里奇和 C 罗。

此外， 过去 3 届大赛

（

2016

及

2020

欧洲杯 ，

2018

世界杯）

，莫德里奇都有破门记录。

苏格兰队“心服口服”

不敌克罗地亚队，3 场比赛积 1 分位列 D

组第四位，苏格兰队本次欧洲杯惨遭淘汰。 据

统计，苏格兰队一共参加过 11 次世界大赛

（欧

洲杯和世界杯）

的正赛，11 次次均在小组赛阶

段就被淘汰，从没有晋级过淘汰赛。

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苏格兰队拥有主

场之利。但是比赛之前，他们遭遇到严重打击。

此前苏格兰队 0:0 逼平英格兰队， 年仅 20 岁

的吉尔摩当选全场最佳。 然而，苏格兰足总 21

日确认这位中场新星新冠检测呈阳性，按规定

要自我隔离 10 天， 为此他无缘这次与克罗地

亚队的比赛。 事有凑巧的是，苏格兰队中场实

力因吉尔摩缺阵而大打折扣，克罗地亚队中场

球员莫德里奇就在本场比赛大放异彩。

本场比赛苏格兰队打得还是很顽强的，他

们的中场球员麦格雷戈曾帮助球队扳平

了比分。 不过麦格雷戈赛后

接受采访时

承认，莫德里奇和克罗地亚队的确技高一筹。

“小伙子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 球迷们都

棒极了， 我们必须要感谢球迷们对我们的支

持。 ”麦格雷戈赛后说道，“但问题是，我们对面

的克罗地亚队实力真的太强了。当你看到莫德

里奇的进球时，你就会明白，什么才是顶级水

平，而你与顶级水平之间有怎样的差距。 能够

进球当然总是很愉快的，但是克罗地亚队和莫

德里奇给我们好好上了

一课。 我们很失望没能取

得更好的结果。 但是球迷

们的支持真的很棒。 ”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3 场比赛打进 2 球头名出线

英格兰队给自己挖了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

时间昨日，欧洲杯D组最后一轮，

英格兰队在伦敦温布利球场对阵

捷克队。 两队交手前都已经提前

出线，最终英格兰队1:0小胜并夺

得小组头名。 英格兰队16强淘汰

赛将迎战F组的第2名， 前者继续

保持在伦敦比赛的主场优势。

第12分钟，凯恩传球，格拉利

什左路突破传中， 后点斯特林近

距离头球顶入空门， 英格兰队打

进全场唯一进球， 但是凯恩继续

一无所获。

有意思的是，这仅仅是英格兰

队史第3次在欧洲杯上斩获小组

第一， 前两次分别是1996年以及

2012年欧洲杯。同时，也是索思盖

特治下首次在大赛中获小组第一。

英格兰队虽然3场小组赛只

进了2球， 但却都零封了对手，这

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大赛中做

到。 之前一次是在1966年世界杯

上，那年的故事很美妙，三狮军团

最终世界杯夺冠。这一次，索斯盖

特也想复制这种美梦。

现在， 英格兰队以欧洲杯历

史上进球最少的小组第一名身份

出线，保住了主场优势，但却给自

己挖了另外一个坑， 在16强淘汰

赛中，他们将对阵F组

（死亡之组）

的第二名球队， 哪一个不是攻击

力爆棚？ 索斯盖特和英格兰“巨

星”们的真正考验，即将到来。

队长凯恩第三场才“首次射正”

穆里尼奥：都怪有人不会用他

一如开赛前所预料的那样，

英格兰队夺冠呼声甚高但表现低

迷， 在大赛中无法兑现天赋的痼

疾始终缠绕着英格兰队， 凯恩只

是其中一个明显的缩影。 小组赛

3 场只进 2 球的英格兰队， 实在

是无法振奋外界的信心。 当地球

迷除了大声嘲讽主教练索斯盖特

是“天才”以发泄不满情绪之外，

也有不少人把怒气发泄给了表现

平平的英格兰队队长哈里·凯恩。

3 场比赛颗粒无收， 凯恩甚

至在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收官

战，才完成了首次射正。 要知道，

比赛场地可曾一度是自己俱乐部

热刺的主场， 凯恩却一直找不到

北。 同样被揶揄为“快乐男生”的

斯特林好歹还是队内第一射手。

在著名数据统计网站中， 凯恩三

场小组赛平均只有 6.45 分。 全队

首发名单中，只有“曼城太子”福

登比他的得分更低。 后者虽然也

无法兑现天赋，但他还是个孩子，

外界期望值不高， 作为队长的凯

恩只能独自吸引所有的批评炮

火。

对于凯恩的表现不佳， 前热

刺主帅穆里尼奥将原因全部归结

于索斯盖特没找到“说明书”。 穆

帅认为，“对一个球员来说， 如果

代表队的打法和俱乐部近似，那

是最理想的。但凯恩现在的踢法，

和在热刺不一样。”穆帅说道：“他

需要队友在他身后跑动， 他们必

须攻击最后一条线， 当边后卫到

达传中位置，凯恩进入禁区，你知

道他的跑位，而现在，英格兰队的

边卫没有这样做。”穆里尼奥继续

点评道：“芒特更像 8 号位， 而不

是 10 号位， 他更接近两个中前

卫，英格兰队需要有人从后插上。

如果只有凯恩一个人在前场中

路，那么他很难发挥，英格兰队需

要做更多，好让凯恩有所发挥。 ”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莫德里奇

一脚漂亮的外

脚 背 射 门 ，帮

助球队打开胜

利之门。

Osports

供图

凯恩三场小组赛表现低

迷， 英格兰队攻击力也备受

质疑。

Osports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