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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铭睿

“跳水专家”斯特林

当斯特林纵身一跃，摔倒在
禁区的那一刻，无数英格兰球迷
发出了会心一笑。这剧本，他们
太熟悉了。

比赛第103分钟，斯特林在禁
区底线突破后倒地，主裁随即吹
罚点球。通过慢镜头回放，球迷
发现斯特林与防守球员并无过
多的肢体接触，这一夸张的摔倒
动作充满作假嫌疑。但即便如
此，温布利球场的主裁判在听了
VAR意见后，仍然选择维持点球
判罚。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英格
兰也凭借这枚点球赢得胜利。

“这就是对丹麦的打劫。”无
数球迷对这样的判罚结果表示
愤慨。西班牙的《阿斯报》也调侃
道：“突发！英国奥运跳水队补招
一人！让我们一起恭喜斯特林！”

这并非斯特林首次“骗点”，
“跳水运动员”向来是斯特林的
绰号之一。在曼彻斯特城的比赛
中，斯特林使用的小伎俩比这场
比赛多得多。

“我们离决赛已经那么接近
了，但场上发生的一些状况令我
们最终只差一步。这个结果令人
十分沮丧。”丹麦主帅尤勒曼直
言，他实在无法认同裁判的那个
点球判罚。“那不该是个点球，这
点让我很恼火。输球是一回事，
这总会发生，但以这种方式输球
太让人失望。”

从数据来看，本场比赛斯特
林的发挥不可谓不出色，半场在
对手禁区内有4次触球，贡献3次
射门，2次射正，2次过人，四项数
据均为全场最多。但“骗点”这一
行径，着实有些败人品。可奉行
功利主义哲学的斯特林并不这
么认为。“我进了禁区，他伸出了
右腿。进球才是最重要的。”

无可争议，温布利大球场对
于客队并不友好。当小舒梅切尔
准备扑救凯恩主罚的点球时，一
束绿色激光从英格兰球迷区射
出，直接打在小舒梅切尔的脸
上。这一行为也导致了英格兰在
赛后遭到欧足联的指控。“该案

件将于欧足联道德纪律委员会
在适当的时候处理。”欧足联方
面表示。

青年一代三狮军

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个备受
争议的点球，没有这么多“盘外
招”，丹麦队能战胜英格兰的概
率也不大。

加时赛阶段，过早使用完换
人名额的尤勒曼，看着体能几乎
殆尽的丹麦队面色沉重。作为丹
麦队的主教练，他深知丹麦从中
场到后防线，已经被冲击得不成
样子。就像破败已久的危房，倒
塌已是命运，只是时间的长或
短。

另一方面，英格兰的年轻球
员并没有表露出疲态。一次又一
次向着丹麦队发起攻击，三狮军
团的冲锋号角在温布利球场的
上方响彻云霄。

“和这些球员们一起非常
棒，他们团结一致，那些没有上
场的球员也在支持着球队，他们
配得上胜利。”索斯盖特说。

打入决赛，创下英格兰足球
历史的，是一支年轻球队。本届
欧洲杯，英格兰队首发平均年龄
只有25岁31天。但是这支英格兰
的身价高达13 . 2亿欧元，豪华的
背后，是英格兰青年一代的隐隐
崛起。

而英格兰青年一代的发展
与一项计划息息相关。

在2008年欧洲杯无缘进入
正赛，2010年世界杯淘汰赛首轮
出局之后，英足总发现英超联赛
对于国家队的帮助似乎并没有
多大。在此背景下，英足总和英
超公司制定了《精英球员表现计
划》（简称“EPPP”）。这个计划在
2011年底通过，从2012年开始实
施，力图对整个青训体系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

这个计划不仅打破各俱乐
部必须在90分钟车程内招收球员
的限制，同时鼓励青训营突破

“地方保护主义”吸纳球员；建立
四级青训营制度，英足总按青训
营级别配比资源。最高级别青训
营至少要配备18名全职教练且
年投入不低于250万英镑；建立完

备的青少年联赛体系，组织大量
比赛，同时取消U17以下青少年
联赛排名，淡化锦标主义；加大
足球基础设施投入，建设可容纳
英格兰28支各年龄段代表队训
练的圣乔治公园国家足球训练
基地等多项改革措施落地。

10年不到的时间，英格兰的
青年足球变化翻天覆地。2017年，
英格兰各级青年队先后夺得U19
欧青赛冠军、U20世青赛冠军、
U17世青赛冠军等多项重量级青
年锦标。2018年，一支平均年龄
不到26岁的英格兰成年队在新任
主教练索斯盖特的率领下出征
俄罗斯世界杯。这支史上最年轻
的英格兰队一路杀入半决赛，创
造了1990年以来英格兰队的世界
杯最佳战绩。

而今，这一支史上最年轻的
英格兰队，即将进入欧洲杯决
赛。距离他们“让足球回家”的诺
言，只剩下一步之遥。

足球能回家吗？

“最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给球

迷和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个美妙
的夜晚，我们的欧洲杯旅程还将
持续四天。我们在莫斯科经历过
淘汰，现在我们成功的纠正了这
一点。”索斯盖特说。

这是英格兰队首次挺进欧
洲杯决赛，也是英格兰队第二次
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

上一次，英格兰队进入世界
大赛的决赛还是55年前，1966年
的三狮军团在本土举办的世界
杯中，战胜联邦德国夺得队史唯
一一次世界杯冠军。此后，在1996
年欧洲杯惨遭德国淘汰后，英格
兰迎来了接连的低谷。

2000年欧洲杯小组赛未出
线、2004年欧洲杯8强、2008年欧
洲杯未晋级、2012年欧洲杯8强、
2016年欧洲杯16强……纵使队内
众星云集，英格兰队却一次次难
逃“回家”的命运。作为现代足球
的发源地，英格兰在大赛中的表
现并不出色。“英格兰实力很
强”，向来被看作是足坛的经典
假象。

“让足球回家。”也一直成为
英格兰球员和球迷的夙愿。

不出意外，这是他们距离实
现冠军梦最近的一次。索斯盖特
也早已经把进入决赛争冠作为
目标。“我赛前认为球队会晋级，
但我知道会经历一场困难的比
赛。对于半决赛我们等待了很长
时间，有些队员国际比赛经验有
限，而他们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
的事。”

但他们决赛的对手意大利
队，绝不会轻易将奖杯拱手让
人。“我们要面对的是一支在很
多场比赛中都保持着不败的球
队，我们知道这个任务有多艰
巨，他们的后防线上有两名勇
士，比赛经验非常丰富。”谈及对
手时，索斯盖特说。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英格兰
队的争胜渴望。正如赛后凯恩所
说：“我们知道对阵意大利将是
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但我们已
经迫不及待了。”

当下一次“足球回家”的主
题曲在温布利球场回荡时，这支
英格兰队将真正实现他们期待
已久的愿望。而英格兰队如果取
胜夺冠，他们也将成为自1984年
法国之后，第二支在欧洲杯实现
本土夺冠的球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尹成君

不出所料，英格兰队与意大
利队将在本届欧洲杯决赛上相
遇。尽管在北京时间8日凌晨的半
决赛中，“三狮军团”与丹麦队拼
得很辛苦，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
从实力上说，英格兰队更配得上
与意大利队在决赛中一较高下。

本场半决赛开始之前，英格
兰队5场比赛总共进了8球但是一
球未失，是所有球队中状态最理
想的。不过，丹麦队多数球员都在

英超效力，国家队风格与英格兰
队也很相似，因此在场面上并不
输给实力更强的对手，并且在开
场29分钟后由小将达姆斯先进了
一个罕见的任意球直接破门。

但是这个进球并没有影响英
格兰队的士气，他们知道自己的
能力远在对手之上，10分钟后，斯
特林就迫使丹麦队后卫克亚尔打
进了一粒乌龙球。

之后双方主要在中场绞杀，
破门的机会不算太多，一直拖进
了加时赛。又是斯特林，让丹麦队
犯错，在防守时将他绊倒，英格兰
队获得点球由凯恩主罚。

只不过，这两支球队之间太
熟悉了，凯恩的射门被老熟人舒
梅切尔奋力扑出，但是凯恩随后
补射入网，总算奠定了胜局，否则

又会拖进一场点球大战。
就这样，英格兰队与意大利队

在决赛中相遇。毋庸置疑，这两支
球队明显是本届杯赛表现最好的
队伍。“蓝衣军团”进攻犀利，“三狮
军团”防守强悍，只丢了一个难以
预料的任意球。两支球队算得上是

“半斤对八两”，值得球迷期待。
事实上，历届欧洲杯有资格

进入决赛的球队也无外乎六支左
右。英、意、西、德、法以及葡萄牙
或者荷兰。可以说，联赛的水平代
表着国家队的高度。而意大利队
与英格兰队背后的联赛，也是这
次两支球队进决赛的保证。

英超联赛不用说了。自从英
足总立志扎根青训，提高联赛水
准后，英超球队在欧洲战场的成
绩水涨船高，不仅频繁夺得欧冠

冠军，甚至一度包揽欧冠四强，让
其他联赛球队无法企及。

并且除了豪门之外，英超联赛
中的中游球队也成效斐然，为英格
兰队输送了不少优秀球员，有的甚
至打上了主力。那么再看看意大利
队呢，似乎也有这样一个趋势。

在意大利国家队跌落低谷的
那段时期，也是意甲联赛观赏性
最低的时期。那几年尤文图斯一
家独大，而在欧洲赛场上又无所
作为，其他球队基本上陪太子读
书，整个意大利足坛犹如陷入泥
沼，甚至在前意大利主帅文托拉
下课后，一度无人接手。

最终曼奇尼将教鞭接了过来。
而巧合的是，这三年，是意甲联赛
逐渐走出泥潭的三年，尤文图斯招
来了世界最强球星C罗，同时也吸

引了一大批优秀球员从其他四大
联赛加盟进来，而尤文图斯的老大
地位则在实力的此消彼长中不保，
AC米兰和国际米兰再度崛起，亚
特兰大作为中小球队异军突起，罗
马、拉齐奥以及那不勒斯也有所提
高，如今的意大利队，和英格兰队
一样，球员不再限于少数豪门球
队，而是出于各支球队。斯皮纳佐
拉就是来自罗马，因西涅和因莫比
莱就来自那不勒斯和拉齐奥，门将
多纳鲁马来自AC米兰，其他的还
有亚特兰大、国米、都灵以及国外
的切尔西和大巴黎。

这样一支博采众长的意大利
队，和英格兰队一样，都是青训与
联赛结出的果实，这两支球队在
决赛相遇，无疑是今年欧洲足球
最好的邂逅。

英意决赛相遇，是今年最好的邂逅

斯特林争议造点，英格兰2：1丹麦挺进欧洲杯决赛

终结童话，英格兰想“让足球回家”
距离“让足球回家”，英格兰又进了一步。伴随着斯特林创造的一枚点球，英格兰2:1战胜丹麦，“北欧

童话”之旅就此终结。
25年前，同样在温布利大球场，英格兰就是因为索斯盖特一枚罚丢的点球输给德国，无缘当年的欧

洲杯决赛。“今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棒的时刻，让我们好好享受今晚。”带领球队首度闯入欧洲杯决赛的
索斯盖特表示。

滋滋曰球

英英格格兰兰队队距距离离他他们们的的冠冠军军梦梦只只剩剩下下一一场场比比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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