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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战绩不佳，主教练来埋单，这是职业
体育圈的惯例。 很多球队的主帅看起来光鲜亮
丽，但战绩所带来的压力，往往让主帅的工作
难上加难。 世界杯尚未结束，已出现了多位国
家队主帅离任或正处在下课边缘的情况，而他
们的潜在继任者也大都是成名已久的欧洲大
牌教练，看来国家队主帅的门槛越来越高了。

帅位门槛高
新人换旧人
世界杯球队主帅已有6人离任
欧洲大牌教练成潜在继任者
成绩糟糕难逃其咎
到目前为止，日本、哥斯达
黎加、波兰、澳大利亚、西班牙
和埃及6支球队的主帅在世界
杯之后已交出帅印， 其中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战绩不如人意。
尽管日本和西班牙队都闯进了
16强， 但这与他们预设的目标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而其他四
支球队在小组赛即遭淘汰，尤
其是身为种子队的波兰， 贵为
世界前十的球队， 却在俄罗斯
表现异常低迷， 他们的主帅纳
瓦乌卡自知难逃其咎， 宣布辞

职，结束了5年的国家队主帅生
涯。
有趣的是， 在去年32强全
部产生后，就曾出现过3支球队
主帅离任的怪现象， 原因也是
多种多样， 其中时任澳大利亚
队主帅波斯特科格鲁认为自己
并不具备带领球队征战世界杯
的能力， 而时任塞尔维亚主帅
穆斯林和沙特主帅范马尔维克
则是因为和足协官员存在矛盾
而选择离开。 这三支球队在新
任主帅接手球队之后， 也未能

在世界杯上有所突破， 都在小
组赛结束后打道回府了。
而这三人中最富戏剧性的
就是范马尔维克， 这位曾经在
2010年世界杯率领荷兰队接近
冠军的主帅， 在世界杯之前从
沙特辞职后， 迅速到澳大利亚
队上任， 只可惜他的这份工作
也没能维持太长时间， 澳大利
亚足协没有和他续约， 荷兰人
只得再次离开。

德国、阿根廷帅位都不牢靠
虽然上述6支球队主帅离
任都是因为球队战绩不佳，但
是有些成绩更糟或者表现更不
尽如人意的球队掌门人却仍把
持着帅位，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
是德国主帅勒夫和阿根廷主帅
桑保利。 相比于后者，前者无疑
更是那个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
物，他不但让“卫冕冠军难以逃
脱小组出局命运”的魔咒继续，
还被认为是德国队最近的欧洲
杯和世界杯都难有亮点表现的
最主要责任人。

相比之下， 桑保利的运气
更好一些， 在经历大起大落之
后， 他还是带领球队进了世界
杯的16强， 不过和法国一战，
“潘帕斯雄鹰” 被打回了原形。
人们对他最多的评价就是不知
道如何正确地使用梅西， 因为
自从他执教球队以 来 ，“梅 天
王” 似乎每场比赛都要陷入到
被对手围追堵截的境地中，而
身为主教练的桑保利毫无应对
的办法。
尽管德国和阿根廷两位主

帅看起来下课是正常结果，但
两人的现状却大相径庭。 德国
足协日前正式宣布， 勒夫将留
任。 不过目前“压力山大”的勒
夫自己会不会辞职， 各种消息
也是众说纷纭，从回到德国后，
勒夫并未公开露面， 他应该会
感觉到自己的帅位并不牢靠。
而桑保利现在的状态则属于
“靠天吃饭”， 回国后媒体对他
的炮轰日甚， 况且以现在的情
况，多做一天阿根廷主帅，对于
他本人来说也是多受一天罪。

欧洲大牌教练等待接任
既然桑保利离开阿根廷主
帅位置已经进入倒计时， 那么
谁将接替他也成为了外界关注
的焦点。 目前占据领先优势的
是西班牙名帅瓜迪奥拉。 据阿
根廷媒体消息， 瓜帅能够进入
到阿根廷足协的选帅范围内，
主要还是考虑到他熟悉梅西的
特点，毕竟在他执教巴萨期间，
梅西达到了个人生涯的一个又

一个高峰， 而瓜帅也最清楚如
何最大程度地发挥梅西的优
势。 而其他大牌教练如克林斯
曼、多纳多尼等人，也被列入了
一些国家队主帅的候选人之
列。
其实刚上任的西班牙国家
队新任主帅恩里克， 也属于大
牌， 在巴塞罗那队成功的执教
经历让这位西班牙名宿进入到

欧洲知名教练的行列。 而在斗
牛士军团最需要稳定军心的时
刻，恩里克接过了这杆大旗，同
时也肩负起了重振西班牙足球
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
主帅洛佩特吉被认为是皇马派
系的教头， 但他的知名度显然
不如恩里克高， 而今后西班牙
国家队也很可能向巴萨派“倾
斜”了。
（张昆龙）

鲤 鱼 ： 半决赛法国迎战比
利时，两队总身价高达18.38亿
欧（约合142.7亿人民币），堪称
地表最贵对决。
奋斗的小青年： 一个C罗
球迷看了两场法国队比赛，让
我重新回到了几年前对足球
的热情。 这里所有人都在讨论
足球，比赛总有输赢，但不变
的是足球带给人们的激情和
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看世界
杯，下一届还有卡塔尔……一
直等到中国队出线。
一 条 有 益 的 菌 ： 来自东方
的神秘力量、 预测届指路黑
灯、毒奶届头把交椅：刘语熙！
追 梦 少 年 先 森 ：2018年地
球最壮观的三大迁徙：东非动
物大迁徙、春运人口迁徙、C罗
球迷大迁徙。
陆 洋 ： 贾格尔贾爷上届世

界杯是著名灾星，看好谁谁就
输球， 所以他视察这场比赛，
主要是为了给英格兰的对手
提前送温暖来了吧！
梁 祥 宇 ： 乌姆蒂蒂浪起来
了，原来不止会手球，还会头
球和跳舞啊，跟米纳学的？
Carly ： 很多时候很多事
情，存在即合理。 别管法国队
赛场外那些破事，别管队伍组
建时选人的种种质疑，能连续
两届大赛打进决赛，这就是实
力，这就是本泽马的锅。
9号李毅大帝： 法国赢在经
验和心态上，比利时太想九十分
钟解决战斗了，默尼耶的停赛也
是损失， 这种比赛不会很好看，
但结果却是很重要的，恭喜法国
队十二年后再进世界杯决赛，大
力神杯近在咫尺！
■淮海晚报见习记者 张红

青春风暴
昨晨，凭借乌姆蒂蒂的进
球， 法国队1比0战胜比利时
队，挺进决赛。
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支能
捧起大力神杯的球队，活力多
来自年轻球员，掌控多来自核
心球星，战略多来自经验丰富
的老帅。 就像一部好车，除了
加速很快， 刹车距离也会很
短。 这样看，法国似乎有点夺
冠的火候，当然不排除三喵军
团和格子军团。
从上届世界杯到近年欧
冠， 南美足球已经势穷力竭，
君不见八强只有巴西和乌拉
圭，后面就变成欧洲杯了。 这
就是欧洲体系足球厉害之处。
不管是欧洲拉丁派还是荷兰
全攻全守，欧系足球从1953年
的匈牙利到2014年的德国，始
终是打的体系足球。 特别是西
班 牙 Tiki-Taka 打 法 日 渐 成
熟，威力巨大，欧洲列强纷纷
学习借鉴。 如果把每场传球成
功13次以上的路线标识出来，
看的就会很明显了。 而南美体
系足球，虽然有如梅西内马尔
苏亚雷斯等核心，多数情况得
靠核心独自解决问题。 欧洲足
球的理念与区块链简直是神
似， 都是秉持去中心化的理
念。
回到法国对阵比利时的

■闵克剑

比赛。 这场球简直是2014年德
国对阵法国的翻版——
—靠后
卫进球，靠后腰扫荡，靠中锋
牵制， 靠天才在两翼游弋，以
及靠一位大场面先生坐镇中
场。 而比利时两翼起球时，中
路只有卢卡库一个点，偏偏在
卢卡库包抄的身前，总有一个
人破坏，这一切都是因为坎特
的存在。 所以坎特应该是本场
法国隐藏的最佳，他在马图伊
迪和格里兹曼身后游弋补位，
没有具体盯防对象时，就在德
布劳内左侧晃荡防止他拿球
找中路空隙传球；因为坎特的
游弋，博格巴和马图伊迪都敢
积极上抢了，反正不用担心身
后失位。 中场有坎特领衔的盾
牌， 比利时很难中路突破，正
应了那句老话：没有过不去的
坎，只有过不去的坎特。
历届冠军都是防守相对
更牛的球队，当法国青春风暴
选择打防反的时候，凭借冲击
力和速度优势，其他队真的比
较 头 疼 ，2018 年 的 法 国 ， 和
2014年夺冠的德国真的很像。
不得不说，上帝站在法国
一边，状态和运气都不错。 恭
喜法国在天选之子托利索的
庇佑下，在图腾前锋吉鲁的带
领下，在战术鬼才德尚的偷鸡
下挺进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