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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2：00 第61场 半决赛
法国VS比利时

圣彼得堡/克雷斯托夫斯基球场
CCTV-1 CCTV-5直播

8年之前他还是南非世界杯为法国队
攻城拔寨的中坚，8年后他在场边为比利
时队的球员献上良策，作为比利时队的助
理教练，今夜，亨利将在半决赛中面对自
己的祖国——法国队，而目前的法国队主
帅德尚，正是亨利当年在国家队时的大
哥。从法国超级射手到比利时国家队助
教，不知道我们的“亨利大帝”是否会感慨
万千，回忆起自己多年前的影子。

8年前的南非世界杯，法国队因内讧
事件早早出局，亨利也结束了自己的国家
队生涯。他的国家队生涯从巅峰中开始到
无奈中落幕，为法国队打进51粒进球，法
国队历史最佳射手是他这么多年兢兢业
业的留念。几年之后亨利结束了自己的职
业生涯，像许多退役球员一样亨利考取了
教练资格证书，并开始担任阿森纳青年队
U18助理教练积累执教的经验。不过这并
不是亨利的唯一工作，当时他还在天空体
育担任解说嘉宾。可惜身兼两职的做法不
被阿森纳主帅、亨利恩师温格所赏识，亨
利不得不寻找新的容身之地。

比利时主帅马丁内斯与亨利是老相
识，他向这位故友伸出了橄榄枝，2016年8
月26日，助教亨利正式在比利时国家队走
马上任。马丁内斯邀请亨利不是因为友情
的缘故，而是有更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比利
时国家队语种混杂，因此内讧也是比利时
国家队的传统。而亨利会说法语能够与比
利时法语区的球员们进行交流，像阿扎尔、
卢卡库等球员都说法语。其次亨利作为前
锋能力毋庸置疑，他能够有效地指导比利
时各位前锋更好地完成进攻任务。而他充
分的大赛经验也能够为球队保驾护航。

在担任比利时国家队助教的两年时
间里，亨利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小魔兽”
卢卡库就是助教亨利的受益者之一，卢卡
库近6场世界杯造6球，相比之前进球效率
有了很大的提升。卢卡库接受采访时就曾
表示：“与亨利的合作使我受益匪浅，我总
是不停地向他请教，他也细心地答复我，
我会把他所说的都认真记下来。亨利还会
把我和阿扎尔等进攻球员叫过来，告诉我
们如何摆脱防守球员，如何踢得更加聪
明。”卢卡库甚至在《球员论坛》上感谢亨
利：“我每天都可以从亨利身上学到很多
东西，他就是传奇本人。他告诉我如何跑
出空当，就像他当年做到的那样。”

而对于亨利的执教，比利时主帅马丁
内斯也是赞不绝口，“我认为亨利应该得
到赞美，他和卢卡库的工作完成得很好，
他很清楚球员们在关键时刻需要哪些东
西，他是我们国家队的宝贵财富。”除了球
技上的提升，亨利在场下也为比利时赢得
不少好感。在与日本队的比赛后亨利主动
上前安慰日本球员，令许多粉丝感到暖
心。而在淘汰巴西队后他抱着内马尔的画
面，更是令许多巴西球迷对于淘汰有了几
分释怀。除了安慰其他球员，亨利对于比
利时的各位球员也是关心备至。在比赛期
间或者赛后亨利经常安慰卢卡库、贾努扎
伊等球员，告诉他们做得很棒，这对于球
员的信心和球队团结大有好处。而对于即
将面对的法国队，亨利也会竭尽全力做好
自己的工作，帮助“欧洲红魔”再进一步。
德布劳内表示：“亨利很职业，会做好自己
的工作。为球队战胜法国队而出谋划策。”

据报道亨利将在世界杯后结束与比
利时足协的合同，而他本人也已经在今年
5月获得了欧足联Pro级教练证书，已经有
资格开始独立执教球队。今年夏天温格宣
布离开阿森纳时，就有大批球迷和名宿呼
吁亨利来执掌帅印。阿森纳名宿皮雷就表
示：“助教这个职位对于亨利来说只是暂时
的，他想成为一名主教练。而他这次世界杯
上的经历、会说多门语言的优势以及丰富
的职业履历为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亨利能否像瓜迪奥拉、齐达内一样完
成从职业球员到伟大教练的华丽转身？今
年夏天阿森纳结束了温格时代，他们签下
了前巴黎圣日耳曼主帅埃梅里作为新任
主教练，前枪手队长威廉·加拉就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老实说，我有点惊讶埃梅里
会成为主帅，我更期待看到维埃拉或者亨
利这样的前传奇球员成为主帅。就我个人
而言，我真的不明白阿森纳为什么不去找
他们谈谈，并邀请他们执教。”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实习生 张朝
波 撰写/编译

明天凌晨两点
比利时队和法国队
将打响本届世界杯
第一场半决赛

明日凌晨两点明日凌晨两点，，俄罗斯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将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进行俄罗斯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将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进行。。两国由于地理位置比邻两国由于地理位置比邻、、语言互通语言互通、、政治和文化联系政治和文化联系
密切密切，，所以在足球上的交流也非常频繁所以在足球上的交流也非常频繁。。他们都是彼此最熟悉的对手之一他们都是彼此最熟悉的对手之一，，不少比利时球员在青少年时代都会被送到法国俱乐部培不少比利时球员在青少年时代都会被送到法国俱乐部培
养养，，用这种用这种““借鸡生蛋借鸡生蛋””的方式来解决比利时足球资源较少的方式来解决比利时足球资源较少、、联赛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联赛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而且，，让比利时足球崛起的青训大纲让比利时足球崛起的青训大纲，，实际上也实际上也
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国足球的哲学和训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国足球的哲学和训练方式。。法国队中锋吉鲁表示法国队中锋吉鲁表示：“：“我们两队的比赛有点奇怪我们两队的比赛有点奇怪，，感觉就像是同城德比一样感觉就像是同城德比一样！”！”

比利时足球一贯存在的荷语系弗拉芒人和法语系瓦隆人之间的矛盾比利时足球一贯存在的荷语系弗拉芒人和法语系瓦隆人之间的矛盾，，虽然在本届世界杯上没有爆发虽然在本届世界杯上没有爆发，，但在训练时仍然有些不但在训练时仍然有些不
和谐的场面出现和谐的场面出现。。但愿与法国队的这场但愿与法国队的这场““比较特别比较特别””的半决赛的半决赛，，不会让比利时队内两个语系的矛盾不会让比利时队内两个语系的矛盾，，再度沉渣泛起再度沉渣泛起。。

瓦隆人
弗拉芒人

两队每年都有友谊赛
世界杯上法国队全胜

法国和比利时由于是近邻的关系，在
政治、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都交流甚多，
足球更是如此。早在1904年5月1日，就举行
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最
终3比3握手言和。此后，比利时和法国之间
的73场官方比赛使彼此成为最熟悉的对
手，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两队几乎每年
都会进行友谊赛。在官方统计中，两队之间
的73场正式比赛比利时30胜19平24负，占
据上风。

虽然在总战绩上占优，但在世界杯决
赛圈中法国却对比利时保持全胜——两
队在此前的世界杯中曾有过两次交手的
纪录，结果1938年的1/8决赛和1986年的
季军争夺战，法国都击败了比利时。而在
1984年的欧洲杯决赛圈中，法国在小组赛
阶段5比0大胜比利时，那一年法国最终拿
到了欧洲杯冠军。1992年法国队在与比利
时的一场比赛中，法国名将帕潘接到队友
传球，以一记类似倒挂金钩的凌空抽射为
法国队打进一球，后来这一进球动作以帕
潘的名字命名为“la papinade”，而在世界
足球历史中，很少有以球员姓名来命名的
技术动作。

法国和比利时足球由于关系太过紧
密，甚至有些理不清、剪还乱的味道。法国
队的前锋吉鲁就坦言：“法国队和比利时队
之间有很强的竞争关系，我们两队的比赛
有点奇怪，感觉就像是同城德比一样。”吉
鲁还笑言，“阿扎尔基本上就是个法国人！”
作为比利时法语地区的瓦隆人，阿扎尔在
14岁时就因为被法甲里尔的球探看中，导
致整个家庭举家搬迁到里尔。2007/2008赛
季，阿扎尔创下了法甲最年轻球员的出场
纪录，也正是凭借在里尔的出色表现，阿扎
尔得以从法甲跳往英超，得到了在切尔西
扬名立万的机会。

到法甲“借鸡生蛋”
是比利时足球崛起的重要因素

比利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
国家，该国官方语言是法语、荷兰语和德
语。在比利时足球跌入谷底、大力发展青训
时，语言文化上的多元性也为他们提供了
助力，不少球员像阿扎尔一样，在青少年时
期就接受法国、荷兰等俱乐部的青训营培
养，同时还鼓励本土涌现的新星去英超等
五大联赛效力，用“借鸡生蛋”的培养模式
弥补了比甲联赛竞争力不足的短板。

除了阿扎尔之外，现在比利时国家队
中，阿扎尔的弟弟索尔根·阿扎尔是出自朗
斯青训；卡拉斯科在十多岁时就加盟法甲
摩纳哥俱乐部B队，之后才登陆马竞；巴楚
亚伊、蒂勒曼斯、默滕斯等人也是在法甲功
成名就的。实际上除了“借鸡生蛋”之外，比
利时自己备受世界足坛赞誉的青训系统也
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法国足球。被誉称为

“比利时青训教父”的鲍勃·布朗维斯为比
利时打造的青训大纲中，就借鉴了不少法
国的足球哲学和训练方法。

这次比利时队的世界杯教练组中，就
有法国足球名宿亨利，在他的指导下，卢卡
库等比利时前锋如虎添翼。法国新星姆巴
佩对此也感慨地说：“亨利作为法国人，现
在要在对手阵营中和法国队对阵，听上去
有点疯狂”。20年前曾带着“小屁孩”亨利一
同登上世界杯冠军领奖台的德尚也表示：

“看到亨利在比利时的板凳上，觉着挺奇怪
的。”实际上，聘请亨利就是比利时足球的

“拿来主义”盛行的一个例证。

比利时两大语系之争
始终无法避免的社群割裂

众所周知，以往比利时队总是无法在
大赛中打出和实力相应的成绩，就是因为
内耗严重。前文提到，比利时是一个拥有多

元文化的国家，这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
些困扰。比利时56%的人口住在北部的弗
拉芒地区，邻近荷兰，当地人说的弗拉芒语
是一种和荷兰南部方言十分接近的语言；
而另有34%的人口住在南部的瓦隆地区，
邻近法国，这里则是法语区；还有10%住在
首都布鲁塞尔及周边地区，说荷兰、法国双
语以及德语，所以比利时国歌《布拉班人之
歌》甚至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三个版本。

在历史上，弗拉芒人和瓦隆人其实是
两个民族。1830年比利时独立后，瓦隆区因
为靠近法国东北工业区，工业发达。而弗拉
芒人则以农业和小本经营为主，经济上落
后，当时瓦隆人甚至嫌弗拉芒人拖后腿，一
直想着要独立。二战结束进入后工业时代，
瓦隆地区的矿业被开采殆尽，而弗拉芒区
则依靠金融贸易发达起来，结果弗拉芒人
又看不起瓦隆人，也要闹独立……2009年
甚至因为弗拉芒人和瓦隆人的矛盾，比利
时陷入了长达541天的无政府状态。

比利时功勋教头蒂斯有句名言：“千万
不要召瓦隆人进国家队，无论他有多么优
秀！”当时蒂斯的比利时国家队中，中轴线
清一色是弗拉芒人，例外的是前腰希福，他
是蒂斯主力阵容中惟一的瓦隆人。当时的
这支比利时队由于比较纯粹，所以空前团
结，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一举打进四
强。而之后随着蒂斯的离任，“弗拉芒优先”
的执教理念也随之消失，比利时队始终要
面对无法避免的社群割裂和矛盾等问题，
这也是他们历届大赛战绩不佳的原因。

2016年欧洲杯，比利时主帅是该国传
奇球星威尔莫茨，比利时足协请他的原因
就是因他是瓦隆人，却娶了弗拉芒老婆，会
法语和荷语。但输给威尔士后，《马卡报》声
称门将库尔图瓦和威尔莫茨在更衣室内动
手了，前者认为威尔莫茨的战术安排有问
题，后者则指责库尔图瓦乱说话。值得一提
的是，库尔图瓦还不是纯粹的弗拉芒人，他
母亲是弗拉芒人，父亲则是瓦隆人。

那么，目前这支比利时队又一
次打进了世界杯四强，难道是他们
解决掉了内讧问题？其实，在世界杯
前所有比利时人都为内讧可能再次
发生在国家队内，而忧心忡忡。

在世界杯前的英超最后阶段
比赛中，就出现了热刺的比利时后
防中坚维尔通亨飞铲切尔西的比
利时进攻核心阿扎尔的一幕，后者
痛苦倒地，维尔通亨却是一脸无所
谓地跑开了，当时在场边观战的比
利时队主帅马丁内斯心中一定是
苦涩的。据BBC电视台称，当时维
尔通亨的钉鞋直接踹到阿扎尔的
小腿右侧，而那个部位正好没有护
腿板的保护，“如果阿扎尔的左脚
当时离地面再近两厘米的话，那么
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他当场断
腿！”BBC的解说员如是说。而维尔
通亨是目前比利时队弗拉芒人的
代表之一，阿扎尔则是队内瓦隆人
的“大哥”。

这次比利时队的成绩不错，给
人感觉球队已经解决了内讧问题。
外界有声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目
前比利时队内三大“帮派”的核心
人物——弗拉芒人德布劳内、瓦隆
人阿扎尔和非洲裔球员卢卡库都
曾在切尔西效力过，彼此之间私交
不错，能够协调内部派系之间的关
系。有球迷还用阿扎尔、德布劳内
在今年1月一同去看了NBA伦敦赛
来证明这个观点。

不过，在世界杯首轮比赛前的
训练中，比利时队内仍然出现了不
太和谐的一幕——德布劳内飞铲
贾努扎伊后，自己若无其事地离开，
留下贾努扎伊躺在地上哀嚎。而以
马丁内斯为首的教练组成员都没有
什么反应，对此似乎司空见惯，这也
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现在很难
说比利时队内的氛围究竟如何，但
至少出色的成绩没有让内部问题凸
显出来，也希望这届比利时队能始
终给球迷留下美好的印象，不要因
为战绩不利而再度沉渣泛起。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实习生
曹万卷 王鹤霏

戮力同心？
目前没内讧
三大派系核心
私交不错

对法国队了如指掌
亨利今夜挑战大哥德尚

弗拉芒 比利时比利时5656%%的人口的人口
住在北部的弗拉芒地区住在北部的弗拉芒地区，，邻近荷邻近荷
兰兰，，当地人说的弗拉芒语是一种和当地人说的弗拉芒语是一种和
荷兰南部方言十分接近的语言荷兰南部方言十分接近的语言。。

瓦隆 比利时另有比利时另有3434%%的人口的人口
住在南部的瓦隆地区住在南部的瓦隆地区，，邻近法国邻近法国，，
这里则是法语区这里则是法语区。。

矛盾 20092009年因为弗拉芒人和年因为弗拉芒人和
瓦隆人的矛盾瓦隆人的矛盾，，比利时陷入了长达比利时陷入了长达
541541天的无政府状态天的无政府状态。。

亨利昨日与卢卡库在训练场上打闹

弗拉芒人德布劳内（左
一）、瓦隆人阿扎尔（左二）和非
洲裔球员卢卡库（右一）率领比
利时队淘汰日本队后庆祝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