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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被瑞典队淘汰

意大利60年来首度无缘世界杯
新 华 社 罗 马 11 月 13 日 电
13日在米兰进行的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附加
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中，4届世界杯
冠军得主意大利队以0∶0与瑞典
队战平，6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
决赛圈。
凭借着在首回合中1∶0的胜
利，瑞典队以1∶0的总比分进军俄
罗斯。
意大利上次无缘世界杯还是
在1958年， 那次比赛恰好在瑞典
举行。在13日的生死大战中，意大

利队的控球率达到了75%， 但始
终无法敲开对方的大门。
在69岁的老帅文图拉的率领
下，意大利队未能翻盘。比赛结束
之后，队员们瘫倒在球场上，连基
耶利尼这样的老将也难以抑制内
心的伤痛。
这场失利也为39岁的传奇门
将布冯的国脚生涯画上了句号。
在为意大利队出场175次之后，布
冯宣布退出国家队。
瑞典队主教练安德森承认，
意大利队的技术更加出色， 他们

坚持下来靠的是顽强。 他说：“我们
没有其他的武器了。 我们只能坐在
那儿，希望能够坚持下来。我们没有
别的办法， 他们的技术是如此出
色。 ”
赛前一直坚称意大利队会出线
的主教练文图拉说：“
我觉得我必须
为这个结果向意大利人道歉。 ”
而队长布冯则说：“令人沮丧的
是，我的最后一场（国际）比赛决定
了意大利无缘世界杯。我很遗憾。不
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意大利）。 ”
纪哲

“蓝衣军团”伤别离
新 华 社 罗 马 11 月 13 日 电
四届世界杯冠军得主意大利队在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附加
赛中总比分以0∶1被瑞典队淘汰，
将在近60年来首次错过世界杯。
赛后， 意大利队将帅纷纷留下了
伤心的话语。
意大利主教练文图拉： 我觉
得我必须为这个结局向意大利人
道歉。
宣布退出国家队的队长布
冯：令人沮丧的是，我的最后一场
（国际）比赛决定了我们无缘世界

杯。
布冯：我很遗憾。不是为我自
己，而是为（意大利）。
意大利后卫基耶利尼： 最终
这是我们应得的结果， 我不是一
个相信运气的人。
基耶利尼：我们付出了所有，
但他们更配得上胜利。
基耶利尼： 我们都必须深入
思考，找到重新崛起的办法。我们
必须回到我们理应达到的水准。
意大利中场德罗西： 这是我
们的黑色时刻。

德罗西：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不
幸的是， 我们会有很多时间来分析
这件事。我唯一能说的是，从技战术
的角度而言，我们乏善可陈。
意大利中场贝纳德斯基： 无缘
世界杯是一场悲剧。
意大利前锋加比亚蒂尼： 没有
人想要这样的结局。
有人忧伤有人欢喜。 瑞典队主
教练安德森说：“这场比赛证明了我
们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团队。今晚，我
们有很多英雄。显而易见的是，我有
点激动，而且非常高兴。 ”

体育时评

热身赛国足0∶4负哥伦比亚
晚报综合消息 昨晚， 中国国
家男足在重庆进行的热身赛中0∶4
负于世界排名第13位的哥伦比亚
队。哥伦比亚队开场第5分钟就取得
入球，此后又多次制造威胁攻势，张
琳芃两度救险避免失球； 第56分钟，
武磊错失单刀球良机，此后哥伦比亚
队在短时间内连入2球； 进入补时阶
段，博尔哈在快速反击中梅开二度。
国足在10日进行的热身赛中0∶2
负于塞尔维亚队， 哥伦比亚队1∶2负
于韩国队。较之对塞尔维亚一战的首
发阵容，里皮对6个位置进行调整。
哥伦比亚队迅速体现出比赛控

制力，开局阶段就连获角球机会。 第5
分钟， 哥伦比亚队通过流畅渗透取得
入球，帕尔多在禁区右侧低射破门。 过
早失球的国足有些慌乱， 短时间内连
续出现失误，禁区内也再次出现险情。
进入收官阶段， 大幅换将后的
中国队难以形成有效进攻， 防守中
则继续承受压力， 哥伦比亚队又曾
有攻门击中球门横梁。 此战多次被
中国队侵犯的莫雷诺也在回追拼抢
中放铲侵犯了张琳芃。 进入补时阶
段，哥伦比亚队抢断尹鸿博后形成快
速反击， 博尔哈门前包抄轻松破门。
最终中国队0∶4负于哥伦比亚。 辛缇

省老人体育节南通分场闭幕
晚报讯 12日下午，江苏商贸职
业学院操场红旗招展，乐曲声、掌声
此起彼伏,显得分外热闹。 2017年江
苏省老年人体育节南通分会场闭幕
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省老年体协常
务副主席华鸿兴、 副主席兼秘书长
孙海连， 市老年体协主席刘井石等
参加了活动。
市老年体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王苏敏介绍,2017年江苏省老年
人体育节南通分会场今年4月开幕

以来,市老年体协举办了太极拳、柔
力 球 和 健 身 球 操 等 12 场 活 动 , 有
18000多人次参加了活动,极大地丰
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闭幕式上， 长跑骑游协会表演
的军鼓拉开了表演节目的序幕，港
闸区老体协代表队表演的手杖健身
操、 开发区老体协代表队表演的广
场舞
“中国范”等10多个节目精彩纷
呈， 博得了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 通讯员戴卫民 记者冯宏新

世界杯为何失“意”
14日的圣西罗球场，夜凉如水。
这或许是意大利足球史上最
为悲哀的一个星期。一周前，他们
的中场大师皮尔洛结束了球员生
涯，而今天，他们的国家队告别了
世界杯。 一个看似有些运气成分
的折射进球断送了意大利人的晋
级之路，可事实上，此次意大利无
缘世界杯，绝非偶然。

签运
单纯地从预选赛的小组赛积
分来看，意大利发挥得并不差。可
是由于之前未能捞到种子队资
格，意大利不走运地与“预选赛之
王” 西班牙同组。 在小组赛前六
轮，意大利队的表现还说得过去，
虽然在净胜球上大幅落后西班
牙， 但最起码在积分上还能紧咬
对手。 可第七轮是球队的转折点，
在客场与西班牙的关键较量中，意
大利落得0∶3惨败， 那时球队参加
附加赛的命运几乎已是板上钉钉。
在勉勉强强赢得一个附加赛
种子队席位之后， 意大利偏偏抽
中了非种子队伍中最为难缠的瑞
典。 尽管旗帜性人物伊布已经退
出国家队， 但告别了伊布一人单
打独斗的瑞典队因此整体性更
强。“北欧海盗”在预选赛中淘汰
了荷兰，这说明他们绝非善类。
在意大利与瑞典的首回合比
赛中， 瑞典队用约翰松换下有伤
的埃克达尔， 而正是这次被迫换
人收到了奇效， 约翰松一次威胁
并不大的射门打在德罗西腿上产
生折射， 而这一粒进球改写了意
大利足球的历史。

主教练
这是意大利队自1958年以来
首次未能晋级淘汰赛， 球队主教
练文图拉立即被打上了“罪人”的
标签， 文图拉在本次预选赛过程
中昏招频出， 他的确要为意大利
的失利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自文图拉上任以来， 质疑声
就一直围绕在这位老帅的身边。
预选赛负于西班牙， 外界对于文
图拉的口诛笔伐更是达到了顶
点。在接手球队之后，文图拉就力
图抹去孔蒂时代的战术痕迹，逐
渐放弃已经打磨成型的352，改用
在意甲球队中极少使用的424。这
一阵型在面对弱旅时或许能起到
效果， 但面对类似于西班牙这样
的强队，往往会被对手掐住命门。
与瑞典队两场关键的预选赛，意
大利队也是毫无变化地利用传中
球寻找机会， 而身材并不高大的
因莫比莱与贝洛蒂们在高人林立
的瑞典后防线中几近消失。 首回
合因西涅在替补上场后居然不是
出现在他最擅长的左边锋位置，而
是中场，甚至他本人也一头雾水。
虽然意大利阵中的巨星级球
员寥寥可数， 但意大利教练在全
世界仍享有极高的美誉。 上个赛
季五大联赛有三个联赛冠军出自
意大利人之手便是明证。 而技战
术设计乏善可陈，不知人善用，只
率队获得过低级别联赛冠军的文
图拉缘何得到了意大利足协的青
睐？ 原因无外乎一个字——
—钱。
相比于安切洛蒂、 孔蒂等名
帅动辄千万欧元的薪水， 文图拉
的年薪只有130万欧元（约合1000
万元人民币）左右。原本想着花小
钱办大事的意足协却因此栽了跟
头，无缘世界杯，对意大利足球造
成的损失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球员
除了主教练昏庸， 意大利球
员也难辞其咎。 无论是那个在联
赛中大杀四方的因莫比莱还是被
都灵主席卡伊洛形容“
身价超过1
亿”的贝洛蒂，都没有在意大利最
需要他们时挺身而出， 整支球队
最值得信赖的， 依然只有那位老
而弥坚的布冯。
球员能力的缺失也折射出了

意甲俱乐部的现状。 随着尤文图斯
的复兴， 意甲球队在欧战中的表现
也渐有起色， 可在豪门球队中真正
能够站稳脚跟的意大利球员并不
多。与瑞典队的两场附加赛，作为意
甲霸主的尤文图斯虽然贡献了一整
条后防线， 可却无一名中前场球员
进入首发。
一个更为血淋淋的现实是，目
前意甲排名前五的球队， 除了拉齐
奥， 其他俱乐部的锋线箭头人物都
是清一色的外援，无论是因西涅、贝
纳德斯基抑或坎德雷瓦， 都只能是
默滕斯、 迪巴拉或者伊卡尔迪身边
的副手。平庸的球员水平，也为意大
利的出局埋下了伏笔。

国际风筝邀请赛如皋获佳绩
晚报讯 记者日前从如皋方面
获悉，2017“东泽”杯国际风筝邀请
赛暨全国风筝精英赛（宜兴站）江苏
省风筝公开赛在宜兴市周铁镇太湖
风筝广场举行。来自法国、俄罗斯等
海内外45支风筝代表队的408支风
筝同场竞技。 如皋风筝代表队在此
次国际风筝邀请赛上喜获佳绩。
本次比赛共设14个项目， 包括

13 日 ，“水 墨
—山 水 画
芬 华 ”——
五人作品展在南
通现代美术馆开
幕。 此次展览展出
了龚仁军、 刘浪
涛、且一可、辜毅、
陈野平五位画家
具有代表性的山
水 作 品 50 幅 。 据
悉，本次展览将展
至本月20日。
记者黄哲

前景
几十年来， 意大利足球曾几度
摇摇欲坠， 但这一次世界杯出局是
风暴真正的来临。 可以想象的是，
无论是足协、 教练还是球员都会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
但正所谓不破不立， 与其磕磕
碰碰进入世界杯后依然“
自我感觉
良好”， 倒不如借此契机推倒重来。
卧薪尝胆十余年终于迎来人才井喷
期的德国、 在今年多个级别世青赛
上折桂的英格兰都是意大利的榜
样。
在比赛结束之后， 布冯、 德罗
西与巴尔扎利最后三名2006年世界
杯冠军成员宣布退出国家队， 虽然
从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 但这势必
会加速意大利换血的过程。 “蓝衣
军团” 并非没有青年才俊， 看看
U21欧青赛中迪比亚吉奥麾下的那
支意大利： 多纳鲁马、 孔蒂、 鲁加
尼、 洛卡特利……但俱乐部对成绩
的要求， 阻碍了他们进一步成长。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随着国家队的
出局， 意甲球队也会反思自己的建
队思路， 这帮小将的春天也许就在
不远的将来。
新华社记者韦骅

传统风筝、 竞技风筝和地方特色风
筝的比赛。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市
风筝协会黄道生获串类最长类风筝
赛第一名、龙串类风筝赛第三名，王
友年获龙串类风筝赛第二名， 杨建
获翅串类风筝赛第二名，杨志兵获打
斗风筝赛第三名，沙海源获地方特色
风筝表演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
员称号。 记者李彤 通讯员花志军

唐闸举办一场特色书画笔会
晚报讯 13日下午，在位于“中
国近代工业遗存第一镇”——
—唐闸
河东走廊上的公园社区， 举行了一
场“赏菊公园里，廉接你我他”书画
笔会。 由唐闸籍中国著名军旅书法
家、 中国空军文职将军王康先生领
衔，林潭、冯更生、罗荣、徐昌明等十
多名书画艺术家，集聚社区会议室，
以“菊”为君子，以
“
廉”为镜子，泼墨
挥毫，颇具特色，深受社区党员干部
群众的欢迎。
末秋的“
菊”乡——
—港闸区唐闸
镇街道公园社区， 被争奇斗艳的菊

花簇拥相抱。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唐闸镇街道
公园社区党总支利用正在唐闸公园
举办的菊展，策划了“赏菊公园里，
廉接你我他”特色书画笔会，向社区
党员、干部和群众渗透廉洁清风。
笔会上， 书画艺术家们创作了
40多幅以“菊”为主题的书画作品。
这些作品主题突出，格调高雅，催人
奋进，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作品寓
廉政建设于艺术之中， 以艺术的渲
染力有效地提高廉政文化的感染力。
记者冯启榕 通讯员陈艳 陆涌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