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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基多 10 月 10 日电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南美
区预选赛10日进行了最后一轮的
比赛。阿根廷球星梅西在这场生
死战中施展魔法，独进三球，带领
阿根廷队以31击败厄瓜多尔队，
昂首进入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

此战之前，由于厄瓜多尔队
已经铁定无法晋级，本场比赛球
票销售不佳。阿根廷队在前17轮
比赛中仅以25分排名第六位，此
役如无法客场战胜厄瓜多尔队，

阿根廷队将自1970年以来首次无
法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主队主教
练塞利科赛前表示，他们将充分
利用基多海拔 2850 米的高原主
场优势，全力一搏，让厄瓜多尔队
有尊严地告别世界杯。

比赛开始不到一分钟，主队
就给阿根廷人一个下马威。首次
触球的主队球员利用对方失误将
球攻入对方门前，前锋罗马里奥
接队友撞墙式传球，轻松打入一
球。开局失球的局面令阿根廷队

球员稍显慌乱。而本土作战的厄
瓜多尔年轻球员则十分兴奋，采
取快攻战术力图掌握比赛节奏。

阿根廷队队长梅西在对方贴
身近防战术下被激发了斗志，上半
场第12分钟梅西在禁区外突然启
动突入禁区，推射入网将比分扳
平。第20分钟，梅西再次突入禁
区，在对方数名球员的夹击下挑射
破门。领先后的阿根廷队开始放
慢比赛节奏，牢牢控制着中场。

易边再战，阿根廷球员逐步

适应了基多高原球场，屡次化解
对手冲击。下半场第17分钟，梅
西上演帽子戏法，将比分锁定在
31。厄电视台解说员惊呼，今
晚是梅西之夜，梅西凭一己之力
带领阿根廷队挺进俄罗斯。

此役过后，阿根廷队 18 战 7
胜7平4负积28分以南美赛区第
三名的身份直接出线。同时，阿
根廷队也打破了厄瓜多尔队在基
多高原主场对阵阿根廷队时连续
16年保持不败的“魔咒”。

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

拯救阿根廷 据新华社阿姆斯特丹 10 月 10
日电 在10日进行的2018年世界杯
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A组最后一轮
比赛中，荷兰队虽以20战胜瑞典
队但仍被淘汰出局。在比赛中包办
两粒进球的荷兰球星罗本赛后表示
他将退出荷兰国家队。

在这场与瑞典的生死战中，荷
兰队至少需要净胜对手7球才有机
会进入附加赛。罗本在比赛第 16
分钟和第40分钟两度建功，可仍无
力改变“橙衣军团”出局的命运。本
场比赛过后，罗本在国家队的数据
也被定格在了96场37球。

今年 33 岁的罗本在 2003 年 4
月荷兰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首度代
表国家队出场，此后他曾带领球队
打进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但在
决赛中负于西班牙队。4年后的巴
西世界杯，罗本又率队闯入4强。

荷兰赢球出局

罗本退出国家队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1 日 电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多个大洲的预
选赛当地时间10日结束了常规阶段
的争夺，目前已有23支队伍出线。

在阿根廷队31逆转战胜厄瓜
多尔队的同时，智利队03惨败给
巴西队，哥伦比亚队与秘鲁队 11
战平，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哥伦比
亚队携手出线，秘鲁队与新西兰队
进行附加赛，智利队出局。

欧洲区，葡萄牙、法国、德国、塞
尔维亚、波兰、英格兰、西班牙、比利
时和冰岛从各组突围，意大利、瑞
士、克罗地亚、丹麦、希腊、爱尔兰、
北爱尔兰和瑞典将捉对厮杀，争夺
另外4个出线名额。

在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巴
拿马和洪都拉斯队分别战胜已提前
晋级的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队，而
此前出线形势最好的美国队却12
输给已经出局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队。这样，巴拿马队锁定本区第三
个晋级名额，洪都拉斯队将与澳大
利亚队进行附加赛，美国队出局。

非洲区，尼日利亚和埃及队已
提前一轮出线，加上亚洲区的日本、
韩国、伊朗、沙特以及东道主俄罗
斯，目前共有 23 支球队确定参加
2018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

世预赛综合

23队已出线

据新华社里斯本 10 月 10 日
电 葡萄牙队10日晚坐镇里斯本
光明球场以20击败此前九连
胜的瑞士队，并依靠净胜球的优
势力压对手跃居小组头名，获得
了直接晋级 2018 年世界杯足球
赛决赛圈的资格。这也是葡萄牙
队连续第五届闯入世界杯决赛
圈。瑞士队则将与意大利、克罗
地亚等球队一同参加于11月进行
的欧洲区附加赛。

小组赛首场比赛中缺少C罗
的葡萄牙队客场02不敌瑞士
队，但在队长回归后取得八连

胜。赛前瑞士队积27分，葡萄牙
队积 24 分但净胜球优势明显。
本场葡萄牙队只需主场赢球即可
小组出线，否则只能排名小组第
二参加附加赛。

当日迎来 63岁生日的葡萄
牙主帅桑托斯依然采用C罗和安
德烈·席尔瓦的双前锋组合，后防
线上冯特和塞德里克顶替了内托
和塞梅多，上场比赛中轮休的中
场大将威廉·卡瓦略和老将穆蒂
尼奥本场首发。看台上，葡萄牙
名宿鲁伊·科斯塔、美国歌星麦当
娜在座。

比赛开始后主队控球优势明
显，但数次进攻均未取得成效。
僵局直到第42分钟才被打破，埃
利塞乌左路低平球传至门前，瑞
士门将索莫将球扑出，但跟进的
后卫朱鲁将球撞入门内。

第57分钟，曼城小将贝纳尔
多·席尔瓦禁区右路横传穿透了对
方防线，AC米兰前锋安德烈·席尔
瓦左脚倒地铲射入空门，攻入个
人预选赛第九粒入球。C罗在第
79分钟获得单刀机会，但皇马球
星并未选择直接射门而是试图晃
过门将，但皮球最终被索莫扑住。

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葡萄牙昂首挺进世界杯

梅西

本报讯 北京时间 10月 10日
晚，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附加赛次回合的一场比赛
进行，澳大利亚在主场迎战叙利
亚队，这场比赛的赢家将晋级下
一轮跟中北美及加勒比区的第四
名为进军世界杯名额战斗，最终
90 分钟战罢，澳大利亚加时赛
21击败叙利亚，两回合总比分
32淘汰对手晋级下一轮，但出
局的叙利亚则赢得了一片赞声，
他们离晋级几乎差一个门柱。

叙利亚本次世预赛的表现可
谓相当精彩，而中国队球迷也是
有幸见到他们的顽强，从40强赛

到 12强赛，叙利亚在没有自己主
场的情况下，可谓颠沛流离，但是
这支球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世界
杯梦想，他们从 40 强战出来，然
后在12强赛力压中国队获得小组
第三赢得附加赛资格。

而对阵澳大利亚的附加赛
里，叙利亚首回合就在主场 11
逼平对手，而10日晚第二回合客
场作战，叙利亚第 6 分钟就打破
僵局取得领先，虽然澳大利亚在
第13分钟追平了比分，但是叙利
亚在对方主场依然是踢得相当顽
强，并且将比赛拉入到加时赛。

加时赛开局仅仅 4 分钟，叙

利亚就遭遇当头一击，马瓦斯抢
球过程中蹬踏克鲁泽不幸领到黄
牌，两黄变一红被裁判罚下场，少
一人的叙利亚在第109分钟再次
丢球，卡希尔梅开二度帮助澳大
利亚反超比分。

然而叙利亚并没有就此放
弃，他们在第120分钟迎来绝佳机
会，索玛的任意球罚出击中了门
柱，此刻的索玛小贝附体，但是却
被主场的门柱拒绝了！如果此球
能进，那叙利亚还有点球机会，双
方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只是索玛
最终没有成为贝克汉姆，但是叙
利亚赢得来了广大球迷的点赞和

尊重，这样的叙利亚虽败犹荣。
纵观整场比赛，叙利亚虽然

在场面上长时间被澳大利亚吊
打，但他们前赴后继、努力拼搏的
精神感染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每
一个人。也许，从场面和技术层
面，这样的叙利亚还不能让人敬
佩。但是，你要想到这是一个战
火纷飞的国家的球队，他们甚至
没有自己的主场，你要想到这支
球队的全部身家加起来只等于中
国队六分之一，相当于张琳芃一
个人的身价……那么这样的叙利
亚怎能不让人激情澎湃，热泪盈
眶？ （星城古龙）

国小人少、战火频繁、没有主场……

叙利亚憾负出局虽败犹荣

罗本赛后向球迷致意 新华社发

□记者 丁进阳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第四届全
民健身大会老年人门球暨第十八届

“夕阳红”杯门球赛在郏县开幕，共
有 74 支代表队 600 多名老年选手
参赛。

本次比赛由市人民政府主办，
市体育局、郏县人民政府承办。比
赛历时4天，至10月 14日结束。昨
天上午，开幕式后，参赛选手迅速投
入到比赛中。由于天气原因，下午
比赛暂停。市门球协会负责人告诉
记者，本次比赛还吸引了许昌、汝州
等周边门球爱好者的参与，是我市
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门
球比赛。

市第四届全民健身大会

老年人门球比赛
昨天在郏县开幕

第 12 分钟，梅
西在禁区外突然启
动突入禁区，推射
入网；

第 20 分钟，梅
西再次突入禁区，
在对方数名球员的
夹击下挑射破门；

第 62 分钟，梅
西搓射吊过门将，
31。

这是梅西职业
生涯第 44 个帽子
戏法。

（新体）

C罗在比赛中控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