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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7月 11日电（记者 张薇）又一次倒在点球大
战中！第一次打进欧锦赛决赛的英格兰队，11日在与意大利队
经历加时仍1:1未分高下后，最终点球2：3惜败，目送“蓝衣军
团”第二次捧杯。

25年前，索斯盖特罚丢点球，英格兰被最后的冠军德国拦
在1996年英格兰欧锦赛决赛大门之外。如今，以主帅身份把
英格兰带进决赛的索斯盖特则眼睁睁看着3名爱将罚丢点球。

这是英格兰在1966年本土世界杯夺冠后第一次打进重大
赛事决赛，这是他们的绝对主场，涌入 6万 7千余名观众的伦
敦温布利大球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意大利球迷。

面对曾四夺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英格兰实现梦幻开
局。开场还不到两分钟，凯恩从后场左路大脚斜传，特里皮尔
右路接球一脚吊入禁区，无人盯防的卢克·肖小禁区边缘接球
左脚正脚背抽射破门。这是曼联左后卫第一次为英格兰进
球，也是英格兰上半场唯一的射门。

丢球后的意大利短暂慌乱，但经验丰富的后防很快通过
控球稳住局面。上半场后半段，意大利攻势渐起，经过中场休
息后攻势则更加猛烈。第67分钟，他们利用角球机会把球送
至禁区，维拉蒂的头球被皮克福德挡了一下后弹向门柱，34岁
的尤文中后卫博努奇门前一脚把球抡进球门。

双方在之后的时间里你来我往，都曾在禁区内制造混乱，
却都没有力量一锤定音。经过加时比分仍是1:1，残酷的点球
大战在温布利上演。

虽然意大利队贝洛蒂和若日尼奥在第二和第五轮主罚的
点球都被皮克福德扑出，但专门为点球大战而换上的英格兰
前锋拉什福德、桑乔也连续脚软。19岁的阿森纳小将萨卡最
后一个登场未能顶住压力，多纳鲁马扑出他主罚的点球，意大
利陷入狂欢，英格兰夺冠梦碎。

欧洲杯决赛加时仍1:1未分高下，点球大战蓝军夺冠

英格兰三过家“门”而不入
意大利多纳鲁马连扑封神

7 月 11 日 ，意 大
利 队 门 将 多 纳 鲁 马
（左）扑 出 英 格 兰 队
球员萨卡的点球。

当 日 ，在 英 国 伦
敦进行的欧洲足球锦
标赛决赛中，意大利
队与英格兰队在 120
分钟内战成 1 比 1 平，
意大利队在点球大战
中以 3 比 2 战胜英格
兰队夺冠，把奖杯带
回罗马。

新华社/欧新

新华社伦敦 7 月 11 日电（记者 张薇）球
员时代没能随意大利队获得大赛冠军的曼奇
尼终于在执教“蓝衣军团”后圆梦。11 日率队
捧起欧锦赛奖杯后，他坦言自己一直在等待这
一刻。

意大利当日虽然开场即遭遇破门，但下半
时顽强扳平比分，并最终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主
场作战的英格兰，历史上第二次登顶欧锦赛。
在意大利无缘俄罗斯世界杯后接手球队的曼奇
尼泪洒赛场，而他掌舵之下的“蓝衣军团”已经
连续34场不败。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56岁的曼奇尼赛
后说，“我十分有幸参与1990年世界杯，也曾征
战 1986 年 21 岁以下欧锦赛，尽管我们是当时
比赛中最好的球队，但我们两次都倒在了点球
大战中。”

1990年世界杯，意大利半决赛点球大战不敌
阿根廷，最终取得第三名。1986年 21岁以下欧
锦赛，意大利则是决赛负于西班牙。

球员时代没能实现的梦想，终于在成为教练
后弥补，曼奇尼坦言赛后看到球员们和看台上的
球迷欢庆，他一下子就“上了头”，忍不住落泪。“我
想到了我们创造的一切，想到了过去3年来我们所
有的努力，特别是想到了我们最近这50天来的种
种不易”。

曼奇尼表示，球队在过去50天来打造出的团
队精神，让整个队伍拧成一股绳向前迈进。在比
赛中打入扳平球的后防老将博努奇则表示，是主
教练给了他们这支队伍赋予了信念，“让我们从第
一天起就带着坚定的信念上场”。

34岁的博努奇还表示，意大利队就像一个热
闹有爱的大家庭，“这50天来我们一点都没觉得
烦，我们天天在一起都毫不生厌”。

意大利主帅曼奇尼：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主教练发言

新华社伦敦7月 11日电（记者 张薇）第一
次闯入欧锦赛决赛的英格兰队 11 日在点球大
战中不敌意大利队，没能在 6万余名主场观众
面前捧杯。“三狮军团”主帅索斯盖特赛后表
示，点球是由他排兵布阵，所以责任只在他一
人。

虽然意大利队有两粒点球被皮克福德扑出，
但英格兰除了队长凯恩、后防大将马奎尔前两轮
罚进，接下来3轮都未能命中，其中前锋拉什福德
和桑乔都是在加时赛最后2分钟才被换上场，明
显是为点球大战准备，第五轮主罚的则是年仅19
岁的阿森纳小将萨卡。

索斯盖特表示，队员们不仅是这场决赛，
而是整个赛事都竭尽全力，如今这个结果当然
是令人备受打击，而他也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自
己的心情，“但球员们必须知道，他们没有人
需要独自承担任何责任，这是我的决定。罚丢
点球当然令人伤心，但他们不应该因此受到责
怪。”

因为斯特林、格拉利什等都没有参与主罚，
有记者因此问索斯盖特他安排的5轮点球人选
是否是他心目中的最佳选择。50 岁的英格兰
人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说：“关于点球，
我们跟踪了球员们在俱乐部的表现并参考了他
们训练中的情况，只能说今天的比赛中并没有
得以体现。”

25年前索斯盖特罚丢点球，英格兰被最后的冠
军德国拦在1996年英格兰欧锦赛决赛大门之外。
如今他虽然率队实现突破打进决赛，但还是倒在了
点球大战中。

索斯盖特坦言，球队赛后的更衣室一片寂
静，“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赢是一起赢，输也
是一起输。至于点球大战，那都是我一个人的
责任，他们完全不用在意，而是可以为自己感
到骄傲”。

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

点球大战只有我一人责任

◀一边是欢笑
7 月 11 日，意大利队球员庆祝夺冠。

新华社/欧新

▲一边是苦涩
7 月 11 日，英格兰队主帅索斯盖特（中后）

在输球后安慰球员斯特林。
新华社/欧新

意大利队与新温布利球场一定是有着
特殊的缘分。

2007年 3月，意大利U21青年队在这里
与英格兰U21上演了新温布利球场竣工后
的首秀，在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帕齐
尼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这座球场的历史。

决赛之夜，新温布利夜如白昼，帕齐尼
的后辈们在意大利拥趸深情的注视下，在
英格兰球迷倾羡的眼神中，将德劳内杯打
上了深深的蓝色烙印。从罗马的揭幕战到
伦敦的决赛夜，意大利人走过了一段美妙
的旅程。从无缘世界杯的乌云密布，到加
冕欧洲之王的拨云见日，“蓝衣军团”完成
了一次凤凰涅槃。

还记得2017年11月14日的那场世界杯
预选赛附加赛么？时至今日，这段不堪回首
的往事仍被提及。当时首回合败于瑞典的
意大利队在次回合面临背水一战。对整个
国家来说，这是一场“战争”，但是，意大利人
输掉了这场“战争”。伴随球迷们的，是布冯
婆娑的眼泪，是贝洛蒂孤寂的背影。在那个
寒风瑟瑟的初秋，圣西罗夜凉如水，这块意
大利足球的圣地，顿时一片荒凉。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在亚平宁的至暗时刻，走来了一位拓荒者，
这个人，就是曼奇尼。

“为什么要接手这支球队？”这是曼奇
尼上任后，时常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来外
界不大相信当年在国际米兰和曼城手握一
手好牌都未能取得令人绝对信服成绩的他

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二来这位潇洒
的儒帅确实没必要在黄金年龄为一支似乎
看不到希望的球队蹉跎岁月。

可球员时代在国家队郁郁寡欢的曼奇
尼，坐上教练席后将才华在这支球队身上
肆意挥洒。“我知道过去意大利队用意大利
的方式赢得了四次世界杯冠军，可我喜欢
攻势足球，今后我们将踢得更有攻击性，防
守反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事实证明，曼
奇尼的这番论调，不是糊弄记者的场面话，
也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经过执教初期的阵痛，从 2018 年 10 月
战平乌克兰开始，到本届欧锦赛打响前，曼
奇尼麾下的这支意大利已经连续 27 场不
败，欧锦赛预选赛十战全胜，其中不乏多场
大比分胜利。即便如此，依然有保留意见
者认为，这波纪录含金量不高，毕竟交手队
伍中除了荷兰、葡萄牙，并没有太多强队。
但需要点出的是，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
部层面，近 30 场比赛保持不败金身，这都
是一个罕见的高度。

欧锦赛正式打响后，在大量的聚光灯

下，人们发现这支意大利真的蜕变了。没
有无效的控球磨洋工，全场高位压迫、崇尚
一脚出球、坚持直塞打身后、不再“1：0 主
义”，曼奇尼的球队撕去了保守、慢热的标
签。整届比赛下来，意大利队给记者的感
觉就是一个字——快。比如同土耳其队的
第三粒进球，意大利队在断球后仅用了三
脚简单的传递便撕破对手防线。与瑞士一
战，首开纪录的洛卡特利作为进攻的发起
者和终结者，跑了大半场仅仅用了十秒。
战西班牙，从门将多纳鲁马手抛球发动进
攻，到最后小基耶萨完成破门，这一过程也
耗时不到15秒。

在进攻端犀利的同时，意大利队看家
的防守能力也没有缺位，淘汰赛与奥地利
一战，球队创造了 1168 分钟不丢球的纪
录，之后不管是对阵比利时对方最后十多
分钟的孤注一掷，还是面对西班牙将近七
成的控球率，这条以博努奇和基耶利尼为
核心的后防线都经受住了考验。毫不夸张
地说，意大利队就是整个欧锦赛表现最好
的球队，欧洲之王，实至名归。

“上我有什么用？我们需要进球，而不
是平局！”还是那场与瑞典的附加赛，摄像机
捕捉到了这样一个镜头。暴怒的德罗西用
抗命的方式起初拒绝了教练组的热身安排，
随后他指了指身边的因西涅，“应该上他！”

作为意大利近年来涌现的技术最好的
球员，因西涅在文图拉时期并没有得到充
分信任。相反，曼奇尼到来之后，身披 10
号球衣的因西涅被确立为锋线核心，而这
也是曼奇尼接手三年来的一个缩影。在球
队主打的 433 体系中，三名主力中场维拉
蒂、若日尼奥和巴雷拉皆是清一色的技术
流，加图索、帕罗洛这样的纯工兵型球员不
再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维系意大利传控
打法的根本。

诚然，这支球队缺少托蒂那样实力和
人气兼备的超级明星，但好在主力与替补
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除了第三门将梅雷
特，其余 25 人全部登场。无论是绝对主力
因西涅，还是常规轮换球员洛卡特利，亦或
最后时刻替换有伤在身的森西搭上末班车
的佩西纳，都在球队捧杯的道路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

“意大利很弱”这句玩笑话在赛前被热
炒，但熟悉意大利足球的人都明白，这支意
大利真的不弱。或许受限于意甲联赛整体
曝光度的影响，意大利球员并未得到广泛
认可，但足球是踢出来的，岂是一张简单的
身价表或者所谓的流量能体现？

（据新华社香港7月 12日电）

被蓝色吹过的夏天
——记意大利重返荣耀

新华社记者 韦骅

7 月 11 日，意大利队球员庆祝夺冠。
新华社/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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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蓝军在伦敦“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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