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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女裁判
亮相男足世界杯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11月23日晚，德国队亮相卡塔尔世界杯，上届世界杯小组赛就悲惨出局的他们这次仍然没能取得开门红，首战1比2被日本队神奇逆转！亚洲球队
继沙特队2比1击败阿根廷队后，再次让“亚洲之光”在世界杯显现！这场比赛德国队没能拿下殊为可惜，他们上半场在控球率上打出了81%比19%的惊
人数据，射门更是14比1。但一直被碾压的日本队在下半场彻底苏醒了过来，连扳两球取得最终胜利。

从 2：
3 到 2：1 日本队发生了什么？

一个14秒失误拍纪录片
“复盘”
2：1 击败德国，日本队让世界
刮目相看——他们尊重足球规律，
多名球员坚持在德国、法国等联赛
留洋，终于实现了今日的盛景。
日本足球也曾不断总结失败
的经验。2018 年在俄罗斯世界杯日
本 2 比 3 惜败比利时，在 14 秒内被
反击绝杀，竟引发了日本足坛一年
的反思和研究。
这 14 秒的惨痛回忆，就是胜利
的开端。

世界杯遗憾被重点“研究”

“你怎么能挡住这么
快的人？这太难了。”
——世界杯小组赛第
一轮，澳大利亚队1：4不敌
卫冕冠军法国队。
谈及法国
球星姆巴佩，
澳大利亚队主
帅阿诺德显得很无奈。

日本足球人和媒体总是在对
过去的世界杯作出种种反思，他们
的国家队还在向前看。
这其中，日本队曾经的核心本
田圭佑是最细致和系统的。
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后，本田

﹃世﹄说新语：应补尽补

“在昨天的封闭训练
中，莱万多夫斯基练了点
球，他一个都没有打丢。但
这就是足球，伟大的球员
有时候也会罚丢点球。”
——在22日波兰队与
墨西哥队的首轮较量中，
队长莱万多夫斯基的点球
被墨西哥队门将奥乔亚扑
出，最终双方互交白卷。赛
后，波兰队主教练米赫涅
维奇表达了对莱万的支持
与鼓励。

他们仍在找一切机会提高

圭佑用千字的篇幅，从“经验、身
体、能力”三点总结了自身和日本
足球的问题。
本田圭佑在这篇《我的回答及
今后的决心》中写道：
日本队败退后的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面对自己。我们到底为什
么不行呢？夺冠的队伍要有怎样的
要求呢？
必须要改善的地方大致分了 3
个课题。
【1】经验不足
在领先的状况下，比起身体能
力，感觉到大脑思考明显跟不上。
怎样能解决经验不足的问题，我知
道的方法只有一个——挑战，然后
遭遇失败。
这样的重复，人可以获得很大
的成长。为了自身的成长，不能害
怕失败，
必须要去尝试。
【2】身体能力的提高
我们总是在攻防两端消耗了
大量的体力，而在重要时刻，比如
射门时，决定力就显得不足，在球
场上，任何一步偏差都会导致出现
各种各样的结果。
日本球员一直希望自己的体
力能保持完整的 90 分钟，但结果我

们没能做到。
既然这样，就要设立带有方向
性的目标，提高身体能力。但是因
为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特征，必须
进行根据不同位置的个人训练。
【3】优点的最大化
在 世 界 杯 上 活 跃 的 队 伍 ，每
个人都把自己的武器充分发挥出
来了。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全体日本
球员们，都尽全力去踢了，想着去
消灭我们的弱点，但是相反的，优
点却没有好好发挥，感觉没有给对
手以威胁感。
成长面前确实会出现巨大的
墙壁，我深切感觉到自己的无力。
但是，比起深切感觉到自己的无
力，进一步成长的心情渐渐变得强
烈，
下次一定会拥有美好心情。
对于日本足球的研究和反思，
总是在点滴间结出果实，这场战胜
德国的较量，就被网友称为“德甲
二队战胜了德甲一队。
”
日本队的故事，对于长久徘徊
于世界杯门外的中国足球来说有充
分的借鉴意义——扎实青训，让本
土球员出国接受高水平锻炼，才是
更长远有效的做法。 据澎湃新闻

本 届 世 界 杯 新 动 向 ： 超 长 补 时
荷兰队对塞内加尔队和美国队对威尔士队补时都超过 分
11钟
■
阿根廷队对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补时近 14
分钟
■
英格兰队对伊朗队的小组赛总补时近半小时
■

“我是日本足球的粉
丝，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非
常优秀。尤其是那些效力
于德甲的球员，比如远藤
航是过去几年在德甲表现
最好的中场球员，镰田大
地在德国知名度很高。”
——23日，德国队和
日本队在世界杯首轮比赛
中相遇，赛前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德国主帅弗利
克这样评价对手。

2018 年的世界杯上，日本队差
一点就完成了冲进世界杯八强的
夙愿。
但在对阵强敌比利时的比赛
中，他们经历从天堂到地狱的旅程
——在 2 比 0 领先的情况下，被对
手连扳三球逆转。事实上，那样的
比赛中，日本队的失利的确也就是
在毫厘之间。伤停补时阶段，日本
队开出一个角球后被比利时打出
反击，在开出角球的 14 秒后被对手
打入惊险绝杀的一球。
那灰暗的 14 秒钟，由此成为了
日本足球历史上的黑色镜头。但对

于这段经历，日本足球人和媒体并
没有选择刻意“遗忘”
。
2019 年，日本 NHK 电视台就
播出了一部纪录片，重点“研究”了
那令日本球迷心痛的 14 秒钟，日本
的球员教练也面对镜头进行了诚
恳的复盘。
时任主教练西野朗在镜头前
痛 悔 不 已 ：在 2 比 0 领 先 的 情 况
下，他只做出了“保持现状”这样
模糊的指令，导致了场上球员心
态的犹豫。
比赛中出现失误间接导致丢
球的长谷部诚也分析着自己的心
态，
认为自己当时太过放松。
同是老将的长友佑都则总结
了经验，
“就算有很多机会，情况对
我们非常有利，也要警惕其中的危
机，
这一点我要牢记在心。”

第四官员马宁在美国与威尔士半场结束
前举起补时 4 分钟的牌子

11 月 23 日，克罗地亚队球员莫德里奇在
比赛中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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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世界杯比赛进入第三
天，超长补时的趋势已经显现，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超长补时的场
次或将越来越多。
英格兰队对伊朗队的小组赛
总补时近半小时，上半场补时15
分钟，下半场补时14分钟。对于本
届世界杯的超长补时，其实是国
际足联希望球迷能有更多的时间
欣赏有效比赛，希望确保常规的
90分钟时间能够更多成为场上竞
技时间。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
里纳20日在赛前媒体吹风会上就
透露了本届世界杯会出现超长补
时的信息，他当时说：
“ 在俄罗斯
世界杯期间，我们就曾尝试补齐
时间，所以你当时就看到过6、7、8
分钟的补时。”科里纳透露，国际
足联要求第四官员要紧盯赛场上
有效比赛之外流失的每一秒，这
些流失的时间包括伤停、替换球
员、红黄牌、进球庆祝、VAR（视频
助理裁判）查看，当然还有老套的
领先一方刻意浪费的时间。赛场
上这些竞技之外累计流失的时
间，都要完整地补回来。不过当时
没人会想到，补时决定会被执行
得如此彻底，现在回想一下，英格
兰队对伊朗队的比赛共有八个进
球，
补时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22日阿根廷队对沙特阿拉伯
队 的 比 赛 ，下 半 场 原 定 补 时 8 分
钟，因为沙特阿拉伯队球员补时
阶段伤停时间较长，最后补时持
续了近14分钟比赛才结束，说明
裁判组在执行新补时政策上不折
不扣。根据数据网站OptaJoe的统
计，在22日阿根廷队对沙特阿拉
伯队的比赛后，世界杯历史上最
长的五个半场补时都来自本届赛

事。21日荷兰队对塞内加尔队和
美国队对威尔士队的下半场实际
补时都超过11分钟，对于超长补
时，科里纳明言目的就是让球迷
有更多时间欣赏比赛，另外国际
足联对于场上刻意浪费时间的行
为也很气愤。
2017年，
荷兰足球名宿范巴斯
滕在担任国际足联技术发展部总
监时就注意到，
无论球场上发生了
什么，裁判通常都是上半场补时
1-2分钟，下半场补时3-4分钟，他
当时曾建议世界杯比赛采用
“60分
钟停表”模式，有效比赛时间持续
60分钟，比赛一旦中断就停表，比
赛重启再开表，
类似于篮球比赛的
计时方式。科里纳表示，国际足联
无法接受有效比赛时间只有42-45
分钟，
所以裁判委员会本届世界杯
开始执行新的补时办法。VAR回
放查看要耗时2分钟，进球庆祝需
要1分钟到1分半钟，
一场比赛仅进
球庆祝可能就要消耗3-5分钟，这
些都是需要考虑补回来的时间。
对于超长补时是带来了更多
戏剧效果还是更多体能消耗，
自然
是有争议的。
补时更长，
中立球迷当
然高兴，
可以有更多时间欣赏比赛。
对于落后一方的球队和球迷，
可以
有更多机会扭转局面，
自然也是乐
见其成。
但比分领先的球队及其球
迷，
通常就会有意见甚至怨言，
21日
英格兰队6：
2大胜伊朗队的比赛后，
英格兰队主教练索斯盖特就表达
了对超长补时的质疑，
他说：
“上下
半场共补时近半小时，
我们需要专
注的时间太长，
后来我们的专注度
下降，
比赛节奏慢了下来，
我们自然
就没了效率。
”
索斯盖特暗示比赛最
后时刻送给伊朗队的点球与超长
补时脱不了关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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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妮·弗拉帕尔（中）
11月23日凌晨，波兰迎战墨西
哥，相比罚丢点球的莱万和扑出点球
的“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另一个人
物却得到了更多聚焦。
那便是来自法国的38岁女裁判
史蒂芬妮·弗拉帕尔，她作为第四官
员参与了执法，也由此成为首个执法
男足世界杯赛事的女性裁判。
作为男足赛场上的“另类”，女子
裁判往往因稀少而备受关注——弗
拉帕尔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前，她
就已经执法过法甲、欧洲超级杯等高
规格男足赛事。
弗拉帕尔已经奋斗了25年。

来自皮尔洛的认可
本届世界杯，在国际足联公布的
36位主裁判中，仅有三名女裁判，斯
蒂芬妮·弗拉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在世界杯舞台创造历史之前，弗
拉帕尔就曾创下足坛多项第一。
2020年12月3日，尤文图斯主场
迎战基辅迪纳摩的欧冠小组赛中，弗
拉帕尔就作为主裁判执法比赛，这不
仅是她个人首次站上这个舞台，更是
欧冠历史上首次迎来女性主裁判。
但凡开先河之举，总会引发巨大
的关注。时任尤文图斯俱乐部的主帅
皮尔洛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这个
热点话题，
并对此大加赞赏。
“这是前进的一步，
她已经证明过
自己是完美的裁判。不论裁判是男性
还是女性裁判，对于比赛都不会造成
太大影响，
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
从过往的执裁生涯来看，弗拉帕
尔已经有了不少洲际乃至国际比赛的
执裁经验。2019年8月，她就作为主裁
判执法了利物浦对阵切尔西的欧洲超
级杯比赛，成为了历史上首位执法欧
足联高级别男足决赛的女性裁判。
随后她又执裁了欧国联马耳他
队与拉脱维亚队的比赛，以及执法了
两场欧联杯的赛事。

她能让你平静下来
对于弗拉帕尔本人来说，来自
外界的评价和压力其实已经成为习
惯——她从13岁就开始做裁判，18岁
开始正式走上了职业裁判道路，作为
闯进男足世界的女裁判，一路都面临
着格外的关注。
但长期的刻苦学习让她对自己
的业务能力很有自信，
“ 我们必须证
明自己在身体和技术上都比得上男
裁判，
对这一点我并不担心。”
2014年，弗拉帕尔就成为了法乙
联赛的唯一女裁判，2019年4月又成
为了法甲历史上的首位女裁判。
在法甲执裁首秀之后，现任大巴
黎主帅加尔蒂埃对她大加赞赏，
“作
为压力巨大的教练，有时你会感到急
躁，但她能用一个表情或者手势让你
平静下来。
”

体能测试和男裁判一样
谈到自己个人对于女裁判这一
整体的贡献，弗拉帕尔自己也感到颇
为自豪，
“我并不是一个人，女裁判是
一个整体，我非常高兴能够证明这一
切是可能的并且去激励更多的人。”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在电视转
播中看到女裁判执法比赛了，这对我
是一种骄傲。
”
不过，回到比赛场上，弗拉帕尔
并不希望自己因为性别而受到任何
的特殊对待。
“我们必须完成和男裁判一样
的身体能力测试，因为球员不会因
为是我执裁就跑得慢一点，标准不
能降低。”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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