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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上身体素质最出色的足球
运动员”，却迟迟不能帮助葡萄牙打开欧洲杯
的胜利之门呢？

1.运气 C罗被上帝抛弃了

小组赛首战对阵冰岛，C罗错失绝杀头
球；次战匈牙利，点球已经骗过了门将，但却
又再次中柱而出！再加上头球破门被判无效，
门前包抄打门擦柱而出，不能不感慨C罗在
本届杯赛上的确是运气不佳，《米兰体育报》
就在葡萄牙战平奥地利的赛后表示：“C罗在
这个夜晚被上帝抛弃了！”英国《电讯报》也多
少有些为C罗鸣不平：“足球之神今夜在惩罚
C罗，命运真是个混蛋！”其实C罗在欧洲杯
上的运气一贯不佳，他到目前为止已经参加
了四届欧洲杯16场比赛，打进了6球。但从上
届欧洲杯到本届C罗已打了5个门框。

2.队友 C罗无法获得有效支援

本届欧洲杯前两轮小组赛，C罗的射门
总数已经达到20次，目前有9支欧洲杯参赛
球队的总射门数都不如C罗一个人，这20次
射门没有化为一个进球，C罗也被戏称为“浪
射王”。其实，从上届欧洲杯最后阶段的比赛
到目前为止，C罗已经有27次射门没有取得

进球了，但27射0进球的背后是C罗往往在
得不到支援和更佳传球路线后的远射，这27
次射门中有20脚是撞大运的远射，禁区内的
射门其实只有7次而已，而必进球其实也就
是3-4次，包括对奥地利的那个点球。

C罗之所以更多只能在欧洲杯上尝试远
射，也和队友不太给力有关，在葡萄牙队里没
有C罗在皇马时的“送饼大师”莫德里奇、克罗
斯、贝尔，C罗空有一身武功却无从发挥。根据
欧足联的数据，与奥地利一战葡萄牙全场只有
13次将球送入到对方禁区内，而成功传递到
禁区内队友脚下的更是只有4次！这4次禁区
内的机会中，C罗获得了两次，其中一次包抄
打门稍稍偏出门柱，另外在角球中抢到一次头
球被对方门将扑出。英国《独立报》记者赫伯特
也无奈地表示：“C罗无法做到更多了！”

3.疲惫 五大联赛和欧冠金靴都低迷

C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实在是太累
了，联赛进行到今年4月中旬时C罗还是西
甲不算门将之外，惟一打满全部比赛的球员，
前34轮联赛一共3060分钟，C罗打了3059分
钟，仅在第34轮最后1分钟时因伤被换下。之
后才因为受伤在第35轮没有进入比赛名单，
并休息了半个月左右才复出。再加上除了联
赛之外，还有欧冠和国王杯，即便是铁人也受

不了。由于欧冠皇马打到决赛，让C罗没有时
间休息调整便又在拿到欧冠冠军后赶到葡萄
牙队报到，过于疲劳也拖累了他的状态。

而这一点从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五大联
赛最佳射手大都在洲际大赛上表现低迷也能
得到印证，英超金靴哈里·凯恩、德甲金靴莱万
多夫斯基、法甲金靴伊布都还没有在欧洲杯上
取得进球，而意甲金靴伊瓜因直到昨日才在阿
根廷4比1大胜弱旅委内瑞拉的比赛中打破百
年美洲杯上的进球荒，而西甲金靴苏亚雷斯则
因伤无法上阵。五大联赛金靴尚且如此，似乎
也不能对欧冠金靴C罗过于苛求。

4.贝利“乌鸦嘴”这次黑了C罗？

世界足坛头号“乌鸦嘴”贝利在葡萄牙亮
相本届欧洲杯之前，接受了《每日邮报》的采
访，在谈到C罗和梅西谁是目前世界第一人
时，贝利说：“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是C罗，
我非常钦佩他，如果我能组建一支国家队，我
第一个就会选择他。他是一位可以决定比赛
的球员，能进很多球！”相信听到这话C罗都
要哭晕在厕所里，贝利辉煌的预测史就不用
再回顾了，被他抛之脑后的梅西在与欧洲杯
同时进行的百年美洲杯上大放异彩，进球不
断。而被贝利看好“能进很多球”的C罗却接
连失意。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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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舞步

一个人和一代人
□体育部评论员 胡敏娟

●葡萄牙队昨晨0比0战平奥地利
队，C罗以128次出场超越菲戈，成葡
萄牙国家队历史上出场数第一人

●这是C罗参加的第16场欧洲杯
比赛，追平范德萨与图拉姆，成为欧洲
杯历史并列参赛次数最多的球员

C罗还没找到射门靴，
但他的努力你可曾看到！
英媒近日刊登了一组数据来反映C罗“怪兽”般的身体，他的付出可见一斑
C罗把自己的体能教练带到葡萄牙驻地，欧洲杯期间接受一天三次的特殊训练

点球不进，浪射不断，两场0进球……

欧洲杯小组赛第二轮0比0战平奥地利，
葡萄牙成为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惟一还没有
取胜的传统强队。在这场比赛中C罗以128次
出场超越葡萄牙传奇巨星菲戈，成为葡萄牙国
家队历史上出场数第一人。另外，这也是C罗
参加的第 16 场欧洲杯比赛，追平荷兰球星范
德萨与法国球星图拉姆，成为欧洲杯历史并列
参赛次数最多的球员。小组赛最后一轮，C罗
不但可以创造欧洲杯出场次数的新纪录，而且
如果他能够取得进球的话，将成为历史第一位
在四届欧洲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不过上述纪录因为葡萄牙没有取胜而变得
没有太大意义，C罗在比赛中罚失点球，看上去
是葡萄牙不胜的“头号罪人”，但实际上这个“罪
人”是全场最努力的球员。如果足球场上不承认
努力和汗水，只呈现冰冷的比分，那么足球或许
会失去它最本真的意义。C罗这么些年为足球的
付出，或许从他那强悍到变态的身体就可见一
斑。本届欧洲杯期间，英国《每日邮报》专门刊登
了一组数据来反映C罗那“怪兽”一般的身体。

前英格兰国脚杰米·雷德克纳普在为《每日
邮报》开设的专栏中表示：“世界上没有比C罗
身体素质更棒的球员了，他就是大自然的杰作。
但为了成为完美的运动员他也花费了太多时
间，当其他球员休息逛街或打斯诺克的时候，他
都是呆在健身房里！”雷德克纳普说，C罗为了
让自己保持巅峰状态，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
努力，“梅西就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来锻炼和塑
造自己的身体！”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型，C罗每
天会花一个小时来做3000个仰卧起坐，在日常
的力量训练中他的累计负重相当于22.4吨，假
设搬运工每次能背100公斤的重物，那么要达
到C罗的负重量，一天也得背224次！

其实对本届欧洲杯，C罗也是十分用心，他
将他在西班牙最信赖的体能教练华金·胡安带
到了葡萄牙驻地，并在后者的指导下接受一天
三次的特殊训练，为了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后阶
段争取一项大赛冠军，C罗也是拼了。我们只能
祝愿他不要被前两场平局摧毁信心，在最后一
轮中涅槃重生。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揭秘C罗不进球之谜
运气不佳 队友太渣 身体好累 贝利夸他

2014 年 ，西 班 牙
《ABC报》给出的C罗大
腿周长尺寸为61.7厘米，
已经比大部分球员都粗
壮。2年之后，按照《每日
邮报》的统计，C罗的大腿
周长又增加了0.3厘米。
这让他在弹跳、奔跑和射
门发力上都更占优势，大
腿后部的肌肉群就是C
罗加速的力量源泉。

肱二头肌和前臂周长：
35.56厘米/29.97厘米

C罗的上肢肌肉也非常发达，强大上肢力
量可以帮助C罗在高速奔跑中保持身体的平
衡，赋予他更强大的跑动力量。

2
腰围：83.82厘米

强悍的腰围，让C罗拥有极强的爆发力，特别是对头球攻门时发力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对奥地利的比赛中C罗有一次接传中后拧身甩
头攻门，让对方门将毫无办法，只可惜这个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3

起跳时的力量：
5G

G是加速度单位，1G
相当于1倍于地球表面重
力加速度，5G表示物体
受到的惯性力相当于它在
地球表面上重力的5倍，
也就是说C罗在起跳时的
力量是自身体重的5倍。

8

熊猫杯闭幕
国青逼平日本队

昨日，2016年“熊猫杯”国际
青年足球邀请赛展开第三轮较
量，中国U19国青队0比0战平前
两轮气势如虹的日本U19队，日
本队以2胜1平的战绩卫冕“熊猫
杯”，而国青队在这次杯赛中2平
1负排名第3，虽然未能取胜但收
获依然不小。而且在昨日成都高
温的气候下，依然有将近8000名
球迷赶到双流体育中心观看中
日之战，说明只要有高水平的比
赛，球迷们一样会“买账”。日本
队在前两战中分别以5比0和2
比1击败欧洲劲旅克罗地亚队和
捷克队，国青队则是首轮0比0平
捷克队，次战0比3不敌克罗地亚
队。昨日比赛中日本队依然攻势
如潮，但国青队门将张岩多次做
出精彩扑救，力保大门不失。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唐代《铜官窑瓷器题诗》有首名诗，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
迟，我恨君生早。”如果有心人把这诗译
给C罗听，他想必会“泪目苦蒙瞀”。

曾有一位葡萄牙球迷写了篇题为
“黄金一代+C 罗=欧洲杯和世界杯冠
军？”的文章。他写道，“不错，我们有C
罗，可其他球员很平庸。遗憾的是，C罗
没能早生几年，而黄金一代没能晚生几
年。要是最好的C罗遇到最好的菲戈、
鲁伊·科斯塔、保罗·索萨、若昂·平托等
人，葡萄牙早就拿到欧洲杯和世界杯冠
军了。”

2004年7月4日，里斯本光明球场
涌入了63000名球迷，他们希望见证黄
金一代和当时横空出世的“小小罗”联
袂击杀希腊队在家门口登顶，但最终，
他们见证的却是C罗流下了伤心的泪
水。当时任葡萄牙主帅斯科拉里以“你
才 19 岁，你还有很多机会”安慰 C 罗
时，巴西人一定不会想到，这竟然是这
位金球先生在国家队距离冠军最近的
一次。被希腊神话夺走金杯后，菲戈、
鲁伊·科斯塔等人在遗憾中谢幕。而C
罗开始在这个星球大放异彩，在曼联、
在皇马他斩获了无数荣誉，过去三个
赛季他的进球都是50+。可，那永远是
在俱乐部中。在国家队，C罗永远是一
副愤世嫉俗、空有满腔爱国热血无法
施展的样子。他怒吼，因为队友的传
球，根本没有传到他舒服的位置；他郁
闷，因为裁判并不能明察秋毫，并不能
真正地保护进攻球员；他无奈，仰望苍
天，为什么总有门柱和他作对；他烦
恼，看台上总会飘来“Messi，Messi”的
嘲讽声……

葡萄牙国歌《葡萄牙人》有段歌词
是这样的，“在记忆的迷梦中，祖国发出
她的吼声了：你们伟大的先烈一定会领
导你们直至胜利！”可昨天在看台上，C
罗的前辈菲戈却无法给C罗喂球。足球
的世界，一代即一代，绝无可能关公战
秦琼。这样的C罗，没碰上“黄金一代”，
是葡萄牙足球阴差阳错的悲哀。梅西也
曾遇到相似的状况，阿根廷人甚至因为
屡次在国家队中表现不佳而被骂不爱
国。但与C罗不同的是，梅西身边还有
阿圭罗、迪马利亚、伊瓜因。C罗已从当
年的乡村少年成长为绝世巨星，而他的
队友，比如那个和他一起获得欧青赛冠
军的夸雷斯马，却仍然只会扭胯，然后
累死包括C罗在内的其他人马。

欧洲杯前，C罗为耐克拍摄了迄今
为止最有想象力的一则广告，在这个

《灵魂交换》的故事里，C罗与小球迷在
比赛中意外碰撞后互换了灵魂。明星球
员的躯体住进了拥有梦想的孩子，初出
茅庐孩子的身体装进了脚法精湛的球
星。不仅年龄技艺相差悬殊，甚至肤色、
语言也彻底改变。但相同的是二人对足
球的热爱，以及不可磨灭的拼搏进取精
神。装着孩子灵魂的C罗没有一直技
艺不精，而装着C罗灵魂的孩子也让人
刮目相看。最终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
本不属于自己的主场赢得尊敬，并在再
次相遇时“魂归真体”会心一笑。

再来一次，C 罗仍是 C 罗。C 罗的
成功靠的是比常人付出数倍的勤奋，而
葡萄牙那些所谓的“妖星”在天赋被发
掘之后便泯然众人。葡萄牙足球在黄金
一代之后仍为世界贡献了最好的球员
C 罗和最好的教练穆里尼奥，与此同
时，葡萄牙也冒出了最贪婪的经纪人门
德斯。门德斯们招徕南美球员、倒卖葡
萄牙新星，将曾经出产黄金的波尔图变
成“黑店”，透支了葡萄牙足球的未来。

也许懂得了这些，就会明白C罗为
何愤怒。

助跑起跳最高能达到：
242.57厘米

C罗在助跑起跳时，算上自己的身体高
度，最高能达到242.57厘米，《每日邮报》表
示这已经超过了NBA一般球员的水平。
NBA巨星“飞人”乔丹巅峰时期的这一数据
是269.24厘米，但乔丹身高1.98米，而C
罗的身高则只有1.85米。减去两人的身高
差，C罗只比乔丹少跳了13.6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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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脂肪比例：7%
《每日邮报》表示，这是比职

业模特还低的脂肪含量，该报拿
世界超级名模惠特莉和C罗比
较，发现前者的脂肪含量也比C
罗要高！

5

最快速度：20.9mph
换 算 过 来 C 罗 每 秒 能 跑

9.343136米，如果是参加百米比赛
的话，C罗可以跑出10秒7的好成绩。6

7大腿周长：
62厘米

胸围：
109.22厘米

这个数据和2014
年C罗的胸围基本一
致，发达、结实的胸肌
让C罗具备了激烈比
赛中的身体对抗能力，
与他19岁加盟曼联时
的小身板相比，C罗现
在根本不惧怕对方后
卫的冲撞。

1

无力回天的C罗表情痛苦

C罗出场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