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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保利与梅西关系融洽

伊卡尔迪落选
是因为他破坏了梅西好友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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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20：00 第24场 E组

巴西VS哥斯达黎加
克雷斯托夫斯基球场

CCTV-5直播

6月22日 23：00 第25场 D组

尼日利亚VS冰岛
伏尔加格勒竞技场

CCTV-1 CCTV-5直播

6月23日 02：00 第26场 E组

塞尔维亚VS瑞士
加里宁格勒球场
CCTV-5直播

马拉多纳、巴蒂斯图塔、卡
尼吉亚……这一连串响当当的
名字不仅书写了阿根廷国家队
的荣耀，也写下了属于博卡青年
的辉煌。成都商报日前独家专访
了博卡青年 U17 主帅贝拉，贝
拉表示：“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
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德
国、巴西、西班牙等国都是冠军
的有力争夺者，我仍然对阿根廷
很乐观！”

成都商报：很多人都说，
2018世界杯才是属于梅西的世
界杯，你觉得呢？

贝拉：阿根廷仍然是本届世
界杯的夺冠大热门，其实无论有
没有梅西，阿根廷都是冠军的有
力争夺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
也许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现
在梅西的状态正值巅峰，虽然德
国、巴西、西班牙等国都是冠军
的有力争夺者，我仍然对阿根廷
很乐观。

成都商报：阿根廷国脚马斯
切拉诺曾说过，拥有梅西等于
13打11，你认可这样的观点吗？

贝拉：梅西非常强大，所以
我认同这个观点，梅西在阿根廷
国家队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可
以说是举足轻重。

成都商报：桑保利专门就世
界杯最终名单征询过梅西的意
见，是否意味着梅西才是这支阿
根廷队的最高权力者？

贝拉：桑保利的特点是喜欢
倾听，擅长适应，阿根廷队的战
术都是围绕着梅西，阿根廷媒体
也对梅西和桑保利的关系进行
过报道，克雷斯波也抨击过梅西
控制着球队，但我没身处其中，
无法知道梅西是否是最高权力
者，但梅西肯定是这支国家队更
衣室的大哥，而良好的更衣室环
境能让阿根廷在世界杯上走得
更远。

成都商报：阿根廷队在热身
赛上曾1比6输给了西班牙队，
你认为本届阿根廷队还有哪些
问题？

贝拉：每支国家队都会有一
段时间的低迷，也会有一段时间
的爆发，可能阿根廷国家队现在
正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状态调
整是世界上每支球队都会遇到
的问题。

成都商报：阿根廷国内有没
有一种对这支老龄化国家队的
悲观情绪？

贝拉：阿根廷国家队确实输
了一些很重要的比赛，但国内球
迷并不是很悲观，无论结果，阿
根廷球迷都会全力支持国家队。

成都商报：前阿根廷主帅巴
西莱曾表示2014年世界杯决赛
输给德国都是伊瓜因的错，你同
意吗？

贝拉：伊瓜因其实很有能
力，但可能是因为足球人才在阿
根廷太多，有人批评他在重大决
赛浪费机会，也有人赞叹他的能
力，但那场比赛并不是伊瓜因一
个人的错误，把输球归咎于一名
球员，我不认同。

成都商报：马拉多纳在博卡青
年队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博卡
青年队有没有关于他的传说？

贝拉：在马拉多纳很小的时
候，就很喜欢博卡青年这支球
队，也立志要当一名足球运动
员，并想效力于博卡，后来通过
自身的努力，他把愿望实现了。

成都商报：梅西喜欢咀嚼从
草坪上拔下的草团，马拉多纳有
没有一些特别的嗜好？

贝拉：马拉多纳没有这方面
的一些嗜好，只有他在罚球的时
候，总喜欢做的动作是把他射门
的一只腿的裤头向上卷一下，象
征着这个球会进。

成都商报：因为梅西个子
小，他每次发任意球前喜欢蹲下
来假装绑鞋带，透过对方球员的
腿看门将在哪里，马拉多纳发任
意球有没有什么秘诀？

贝拉：马拉多纳一般习惯性
的动作是叉腰，然后，他更倾向于
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队友和守门
员的位置。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2014年世界杯，萨贝拉选择了迪玛利亚、阿圭罗和伊瓜因，就是为了满足梅西。而今年，这种矛盾越来越深了……
伊卡尔迪只为国家队打了两场比赛并不是巧合
阿根廷更衣室的分歧原因比金钱、种族或宗教这些常见问题更为复杂

“他们说我是巴内加的朋友，巴内加没
有参加巴西世界杯。这是无稽之谈，”梅西曾
经承认他有朋友圈子。他和拉维奇关系就很
好。至于他的另一个朋友马斯切拉诺，桑保
利原打算让他离开球队，可转眼他又出现在
首发名单里。梅西的朋友圈还包括前阿根廷
主帅马蒂诺，他是梅西父亲的偶像，梅西曾
建议由他接管2016赛季无缘西甲冠军的巴
塞罗那和阿根廷队。还有梅西儿时的偶像是
艾马尔，他将成为桑保利的助理。

梅西的另一个好朋友是年轻的博卡边锋
克里斯蒂安·帕文。两人搭档在阿根廷与俄罗
斯队的友谊赛中只用了15分钟便建立了友

谊。梅西在得到帕文的助攻后拥抱了他，并在
赛后的采访中称赞他“超级快”。帕文此前似
乎是一个局外人，但他成为梅西朋友后也进
入了世界杯阵容。在对阵海地队友谊赛的下
半场，他成为了梅西最得力的队友，“我找到
了一个合作伙伴，他一直在前进，总是跑步。”
梅西的赞许给了桑保利沉重的压力。如果这
位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公开表示他喜欢帕文，
难道帕文还会被留在板凳席上吗？但是梅西
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论过伊卡尔迪。

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伊卡尔迪只
能在俄罗斯千里之外的美丽小岛上观看世
界杯。

每支足球队的更衣室都有自己的“家事”，阿根廷
的更衣室也并不例外，他们的分歧原因比金钱、种族
或宗教这些常见问题更为复杂。这关乎谁主沉浮，谁
是将军谁是士兵，也关乎凝聚力。就算更衣室只有两
个人，他们也能各自为营。这些问题不只出现在足球
队里，网球界也有，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维拉斯和克
莱克，或者00年代的德尔波特罗和纳尔班迪安就因
不合与戴维斯杯失之交臂。

自1982年以来，阿根廷队每次世界杯都能入围32
强，球队两极分化明显：新兵对老兵，小将对老将，本土
比赛的对国外比赛的，在U17或U20获胜的球员对那
些没有赢得任何奖项的球员，博卡球员对河床球员，支
持比拉尔多的人对支持塞萨尔门诺蒂的人等等。总而
言之，这是一支貌合神离的队伍。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表
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是这场无休止内战的延续。

1982 年，性格桀骜的马拉多纳在 1978 年世界杯
的阿根廷球队就埋下了第一颗不合的种子。在 1986
年和1990 年，主帅比拉尔多试图围绕马拉多纳的喜
好建立球队，并且毫不手软剥夺了帕萨雷拉（1986年
在墨西哥期间染上不明肝炎）的队长头衔，并且冷落
了摩纳哥射手拉蒙迪亚兹（1990年落选大名单），原因
是马拉多纳和他关系闹僵了。但是这些措施消散了紧
张的气氛，让球队连续两次打入决赛。

1994世界杯巴西莱担任阿根廷队教练，门将选择
又有了问题：马拉多纳和球队另一大牌鲁杰里希望戈
科切亚守门，而巴西莱却选择了伊斯拉斯。那之前的两
年，马拉多纳和鲁杰里一直在冷战，直到哥伦比亚队以
5 比 0 击败阿根廷队后，他们才被迫握手言和。美国
1994年世界杯更衣室也因为营销协议导致了球队内部
的不合：球员可以自由地与电视台签约接受独家专访，
但是作为给球队的回报，必须戴着有队徽的帽子。两名
球员的对立关系也可以从电视频道不同看出来：马拉
多纳在阿根廷第13频道，鲁杰里在第11频道。

1998年在法国，帕萨雷拉实施了严格的规定：球
员不仅要留短发，还要接受毒品测试。马拉多纳和卡
尼吉亚当然被排除在外。但老一代（森西尼、巴蒂斯图
塔、西蒙尼）和新一代（贝隆、克雷斯波、洛佩斯、盖拉
多）产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直到2002年情况都没有
多大好转。有一次，在埃塞萨的训练场上，贝隆在记者
面前向克雷斯波大喊“如果你要做巫毒娃娃，我可以
给你提供针”。尽管这些话听起来轻松幽默，却难以掩
饰球员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像对巴西莱说，巴蒂
斯图塔和克雷斯波最好不要同时出场。

2006年，随着何塞·佩克曼和他获得三次U20世青
赛冠军的黄金一代的到来，人们以为更衣室氛围应该会
和谐一些。这当然不包括胡安，他几乎不和索林周围的
人讲话。但对贝隆就不一样，因为他和索林有嫌隙。德国
世界杯之前，他们差点在国际米兰与比利亚雷亚尔比赛
的场外混合区域打了起来，不合得到了证实。与此同时，
2006年新一代的矛盾又滋生了，处境尴尬的特维斯和害
羞敏感的梅西性格截然不同，自然不是同一路人。

那么2010年呢，马拉多纳担任主教练，他团队精
神和豪言壮语有用吗？贝隆和古铁雷斯让步愿意和特
维斯同台竞技，让球队难以接受的是，特维斯利用媒
体的影响获得了小组赛对阵尼日利亚的首发出场机
会。而里克尔梅决定离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马拉
多纳，甚至在采访中都不愿提及他的名字，而是选择
说“阿根廷主帅”或直接用“他”。

虽然梅西从来没有直接要求教练要派谁参加世界
杯，但他的笑容和沉默足以暗示一切。2014年巴西世界
杯，前教练萨贝拉选择了迪玛利亚、阿圭罗和伊瓜因，就
是为了满足梅西。而今年，这种矛盾似乎越来越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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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阿根廷博卡青年队U17主
帅怎么看待“梅西的朋友圈”——

梅西是
更衣室大哥

帕文为何能进国家队
15分钟和梅西建立了友谊？

他的笑容和沉默
足以暗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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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连续剧”的主要人物是意甲
国际米兰的顶级射手伊卡尔迪以及尤文图
斯的伊瓜因。桑保利在伊瓜因和伊卡尔迪之
间选择了前者。

桑保利接过帅印后，开始对阿根廷队进
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第一个决定是打电
话给伊卡尔迪，准备将他召入国家队。伊卡
尔迪因为破坏马克西·洛佩斯的婚姻（伊卡
尔迪和洛佩斯的妻子旺达发生了不该发生
的恋情）而被阿根廷足球圈排斥。马拉多纳
称他为“叛徒”，认为他做人没有底线，应该
被暴打一顿。

尽管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伊卡尔迪和
旺达现在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加上旺
达和洛佩斯的三个孩子，伊卡尔迪目前有4
个孩子）。伊卡尔迪在场上看起来像一个松
散的士兵，尽管面对很多质疑，桑保利还是
坚定地把他召入了国家队。

“梅西朋友队”又发挥作用了。伊卡尔迪
和梅西很相似，他们都是天赋异禀的阿根廷

人，从小就被西班牙球队签下。他被称为“第
二个梅西”不是因为他的球技和前锋位置，
而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很相似。

伊卡尔迪为维辛达里奥青年队效力
时，梅西已经是巴塞罗那一队中最年轻的
球员之一。当时在巴萨更衣室里，梅西有三
个好朋友：罗纳尔迪尼奥、德科和马克西·
洛佩斯。

梅西和洛佩斯之间的友谊深厚，两人关
系密切，所以当伊卡尔迪与洛佩斯妻子的丑
闻传出时，梅西自然为朋友怒不可遏。

伊卡尔迪只为国家队打了两场比赛并
不是巧合。他有一脚射门但是没有进，接着
制造了6次机会但依然没有破门，紧接着就
被桑保利放弃了。这是否太过草率？

“我非常自豪伊卡尔迪是阿根廷人，他
是我们的骄傲，也在我未来的计划之内，但
目前，我们不得不优先考虑球员之间的关
系。”桑保利说。他试图解释球队的一些内在
关系，但是当他谈到“球员之间的关系”时，
似乎才道出了真正的理由。

说实话，阿根廷选手们担心的不是伊卡
尔迪会和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调情。他们担
心的是，无论在更衣室发生什么事，伊卡尔迪
的妻子旺达都可能会把这些曝光。比如一次
私人谈话、一场激烈的讨论，甚至是照片。按
照原计划，如果国家队有了伊卡尔迪，还有
2022卡塔尔计划一部分的新国米前锋马丁内
斯作为替补，那么阿圭罗和伊瓜因似乎注定
要落选大名单。但桑保利在与梅西谈话之后，
很快改变了之前的想法。只代表国家队打了
两场比赛的伊卡尔迪最终落选了阿根廷队的
世界杯名单，因为阿圭罗和伊瓜因回来了。

三届世界杯的“梅西朋友队”
“梅西朋友队”是阿根廷足坛过去十年最热的一

个词，泛指过去十年国家队的选人和战术思路。
“友谊”是正面的词汇，但“梅西朋友队”却

听上去不是那么友好了。
过去的梅西性格腼腆，在更衣室总是沉

默寡言。然而随着他在欧洲球场上不断崭
露头角，影响力逐渐增大，他变得外向了，
朋友圈也不断扩大。但是他是否有权决
定谁出场？他有没有评论过球队的球员
谁贡献更大？“梅西朋友队”与三届世
界杯相关联，并成为热点连续剧。

伊卡尔迪和旺达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阿根廷《体育画报》著名记者马苏尔独家揭露阿根廷队内关系网

他用笑容和沉默
决定谁留谁走 帕

文

梅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