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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从雷恩转场巴黎

中国队
备战小组次战
据《北 京 晚 报》消 息 10
日，由雷恩转战巴黎的中国女
足在巴黎训练场针对小组第二
场比赛开始赛前训练。尽管在
小组首战中一球小负德国队，
但队员们经过短暂的调整，目
前已摆脱了失利的阴影，全队
安心备战即将于北京时间 14
日凌晨 3时开踢的小组次战。
输给德国队后，中国女足
曾一度心情不佳，姑娘们赛后
甚至忘记向看台专程赶来支持
球队的中国球迷致意，而是直
接返回了更衣室。经过一晚休
整，全队于当地时间 9日下午，
从雷恩启程赶往本次世界杯小
组赛次战比赛地巴黎。出发
前，全队还在雷恩驻地酒店健
身房进行了核心力量训练，主
要以身体恢复为主。据悉，部
分主力队员身体有些疲劳，但
整体看，队员们没有出现伤病
情况，而且队员经过一晚的休
息后，心情不错，已走出了首战
失利的阴霾。

王霜：
贾导像父亲一样

新 华 社 巴 黎 6月 1
0日 电
（记 者 马 邦 杰 岳 东 兴 岳 冉
冉）中国女足球星王霜 10日在
训练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她上场在对德国的比赛中
辜负了主教练贾秀全的期望；
贾秀全像父亲一样对待女足球
员，希望外界能够客观看待他
和中国队，不要妄加猜测。
王霜表示，她从巴黎圣日
耳曼队回到中国队后，状态始
终不佳，贾秀全和全体教练组
都在努力帮她。贾秀全兢兢业
业工作，对于球队倍加呵护，外
界对他存在误解。
她说：
“从巴黎回来之后，
教
练组和整个队伍一直挺帮助我
的，
因为知道我的竞技状态还不
是特别好，
就从我回来那一天每
一堂训练课，
最后贾指导和整个
教练组都留下来陪我加练。
”
“我看到了那么多的言论，
对贾导的言论，其实大家并不
特别了解贾导和我们这支女足
队伍，一年多来，我觉得贾导为
这支队付出的很多东西，我们
队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每一堂训练课，三个小时训
练，整个教练组，包括他一直都
陪着我们，每一堂训练课他一
滴水都不喝，这些我们都看在
眼里。”王霜接着说，
“而且他来
了这个队伍，我们大家都能感
受到进步，我们大家都能感受
到他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所以
我觉得贾导对于我们来说就像
父亲一样，他不管怎么去说我
们，那都是为我们好，这个我们
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
自身找原因。”

阿根廷女足拿到世界杯第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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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时间 6月 11日凌晨结束的女足世界杯小组
赛上，阿根廷女足 0：0战平了日本女足。赛后，阿根廷
队员欣喜若狂，
仿佛取得了胜利一般。
因为这场平局，已是阿根廷女足历史的里程碑——
这是参加女足世界杯以来，他们首次在小组赛拿到分
数，
更别说对手还是世界女足劲旅日本队。
虽然阿根廷男足名声在外，但多年以来，由于国内
的社会偏见等原因，阿根廷的女足事业发展一直停滞不
前。
而在这个世界杯年，阿根廷也终于开始组建起了职
业的女足联赛，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在女足世界，
阿根廷队也要迎头赶上了。

在世界冠军身上创造历史
比赛结束后，日本队球员的失
落溢于言表，19岁的球员宝田沙
织还落下了眼泪。
这场平局，让这支曾在 2011
年登上世界杯冠军宝座的队伍有
些猝不及防。毕竟赛前，人们都一
致看好前世界冠军能够取胜。
而在阿根廷队一边，球员们疯
狂地相拥庆祝，仿佛这不是一场小
组赛平局，
而是一场淘汰赛的胜利。
背后的原因也能理解——对于
她们来说，
这是创造历史的一场平局。
在球队历史上，阿根廷女足只
参加过三届女足世界杯。除了今
年的这一届外，分别是在 2003年
和 2007年。
但那两次，球队都是小组赛全
败草草出局，其中一些比分更是
“恐怖”：0：6输日本、1：6输英格
兰、0：11输德国（世界杯最大分差
纪录）……
之后的 2011年和 2015年世
界杯，阿根廷女足都未能拿到门
票。直到 2019年世界杯，才通过
预选赛附加赛击败巴拿马，重新回
到了世界杯舞台。
虽然全场被对手压制，控球率
只有不到 40%，但比赛中阿根廷
队展现了坚韧的防守，硬是顶住了
前世界冠军的进攻浪潮。
最后，全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荣
誉被阿根廷队长巴尼尼摘得。这
宝贵的一分，更是点燃了阿根廷队
冲击小组出线的信心。

夹缝中生存的
“雌鹰”
阿根廷男足一向有
“潘帕斯雄
鹰”之称，他们拥有马拉多纳，拥有
梅西，
拥有全世界无数的粉丝。
相比之下，阿根廷女足从实力

上就要孱弱许多，
这背后的原因，
就
是关注度和社会资源投入的差别。
多年以来，阿根廷女足一直没
有职业赛事，只有
“半职业”的国内
比赛。很多人的心中仍然充满偏
见，认为女性并不应该是职业足球
的一部分。
这导致球员想通过踢球来满
足温饱都不太可能。即便是在去
年夺得阿根廷国内女足联赛冠军
队伍的队员，也只能从球队得到一
个月大约 400比索的补贴（约合人
民币 62元），几乎就和免费踢球没
有区别。
与此同时，球员有时还得为踢
球而倒贴资金，因为很多球队连一
些基本的开销也不会提供，像是训
练装备、饮食、伤病治疗等等花费，
很多都要由球员自己掏钱。
相比阿根廷男足哪怕是第三级
别联赛球员也能全职踢球，阿根廷
女足的
“惨状”
是显而易见的。无论
是球队还是管理机构，长久以来都
没有把女足球员看作
“职业球员”
。
很多阿根廷女足球员不得不
到国外去“讨生活”，比如国家队
11号彭赛坤多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她出国加盟了西班
牙女足联赛，对她来说，这里的女
足环境和国内可谓是天壤之别。
“这一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巨
变，之前我还不得不一边上学一边
打工，现在突然有了可以把全部时
间投入足球的机会。
”
“在这里踢球就像做梦一样，
你每周都能和强队打比赛，这让我
更快地成长起来。
”

她们已习惯和偏见对抗
让这支阿根廷队的球员高兴
的是，在阿根廷女足重回世界杯的
同时，阿根廷女足事业的落后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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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队球
员在比赛后相
互拥抱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

了改变的迹象。
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无疑就
是阿根廷女足职业联赛的建立。
今年 3月，阿根廷足协正式宣
布了即将开启阿根廷女足职业联
赛的消息。根据阿根廷足协的计
划，将有 16家俱乐部成为阿根廷
的首批职业女足俱乐部，每家俱乐
部要向 8名球员提供职业合同。
与此同时，阿根廷足协还会提
供资金，帮助这些俱乐部支付职业
球员的工资。
据报道，阿根廷足协准备每个
月向每家俱乐部支付 120000比
索（约合人民币 18500元），用以帮
助球队发工资，虽然平均到单个运
动员头上金额不多，只比阿根廷的
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高一点点，但相
比从前的几乎
“零收入”，也已算是
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另外，阿根廷足协还会从其它
方面帮助女足发展。比如给女足
国家队提供更好的训练条件、帮助
各俱乐部获取达到标准的训练设
施、进一步制订相关规定、派男足
人士指导帮助女足运作发展等。
事实上，
在竞争2023年女足世
界杯举办权的国家当中，
就有阿根廷，
如果阿根廷最终能够申办成功，
对于
其女足发展无疑又将是一个推动。
而对于当下这支国家队的球
员来说，她们则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的出色发挥，
帮助女足事业发展。
“在阿根廷，女足这项运动和
社会观念都在转变，这只是一个开
始。我们这一代球员要让更多人
注 意 到 我 们 。”彭 赛 坤 多 在 接 受
FI
FA采访时表示。
队长巴尼尼则坦言，
“ 我们已
习惯和资源不足以及偏见对抗，那
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也是激励我
们的动力。
”
据澎湃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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