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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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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尚：到了需要实用
主义的时候

止步四强
比利时队
还拥有未来
新华社专电 在圣彼得堡体育场以
一球小负法国队之后，极具天赋的比利
时队终于停下了冲冠的步伐。不过，“欧
洲红魔” 完全可以满意自己的表现，他
们在俄罗斯刮起的“红色旋风”将被人
铭记很久，而在未来也将继续让世界足
坛刮目相看。
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给人印象
最深刻的是进攻端的表现，他们既讲究
控球，也追求反击效率与速度，六场比
赛共打入14粒进球， 是目前进球最多
的球队，其进攻能力令人生畏，打法也
是32强中最赏心悦目的球队之一。
尽管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比赛
中并没有收获进球，但比利时队在进攻
端颇具想象力和威胁，开场就和法国队
大打对攻，阿扎尔、德布劳内、费莱尼等
前场队员也多次威胁球门。整场比赛来
看， 在进攻端两支球队几乎平分秋色，
比利时队的控球率超过法国队，但法国

队在防守层次和体系上高出比利时队
一筹，乌姆蒂蒂利用定位球的破门也让
法国队率先掌握了主动。比利时队主教
练马丁内斯虽然赛后恭喜法国队获胜，
但也表示“比利时队今天的运气不好”。
比利时队虽然拥有“欧洲红魔”的
冷酷称号，但此前从没有人真的将他们
比肩法国、巴西等世界顶级强队，不过
在经过这一届世界杯的洗礼之后，至少
这支比利时队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被
称为世界一流强队了。
在16强战中，比利时队在两球落后
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击败日本队，让人看
到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和顽强意志。在
随后进行的8强战中， 比利时队再次显
示超强的进攻效率，以2:1力克巴西队。
而在这场酷似决赛的半决赛中，抛去最
后的胜负结果，比利时队和法国队其实
不相上下，如果真要说“欧洲红魔”缺少
点啥， 可能就是缺少点顶级强队的底

蕴。
无缘决赛虽然给比利时队带来了
苦涩，但四强的战绩已经追平历史最好
成绩，这也是他们时隔32年再次杀入世
界杯四强。
历史性的战绩为比利时队带来的
是自信。孔帕尼说：“比利时队在未来还
可以再次惊艳世界，因为这次世界杯四
强的成绩可以让整个国家更加自信，更
有野心，我们有信心培养出更多的天才
球员，未来会充满期待。 ”
比利时队依然有机会继续创造历
史。 在1986年世界杯上，他们输掉半决
赛后， 在季军争夺战中又输给了法国
队，最终名列第四。在本届杯赛中，比利
时队将在季军战中对阵英格兰队和克
罗地亚队之间的负者。 此外，拥有阿扎
尔、德布劳内等“黄金一代”的比利时队
在2020年欧锦赛上也依然是夺冠热门
之一。

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世界杯10日
进行的半决赛中， 法国1:0击败比利
时，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对于比赛
中采取的防守反击战术， 法国队主教
练德尚说：“
（半决赛对阵比利时）需要
实用主义，是时候现实点了。 ”
这场比赛， 法国后卫乌姆蒂蒂头
球打进唯一进球。 双方教练都认为定
位球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 德
尚说：“比利时队很强， 这时候是要现
实一点。如果射门更精确的话，我们会
进更多球。 ”
1998年，法国第一次夺得世界杯
冠军。这是他们第三次晋级决赛，新闻
报道说整个法国都在庆祝。德尚说，已
经看到了法国人民的庆祝， 上次夺冠
回忆很甜美，但最重要的是决赛来了。
两年前的欧锦赛决赛失利很痛苦，“虽
然欧锦赛没有夺冠， 但他们一直支持
我们，想给他们更多欢乐”。
问及与1998年时的感受有何不
同，德尚说，很显然不一样，他那时是
球员现在是教练，如今看到球员，他为
他们高兴，非常骄傲。可能现在说夺冠
有点早，但他们有可能成为冠军。
德尚还说：“没有人能抹去我们那
一代的印记，但我们不能活在过去，那
属于很多法国人， 但我不能给球员谈
那些，我们要书写新纪录。 ”
1998年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后
卫图拉姆打进两粒进球助球队逆转取
胜，决赛他们力克巴西夺冠。 德尚说，
相同的处境的确会引发很多类比，要
感谢球员们，他们是主角，还有四天准
备时间，也可以与家人好好庆祝。

老人缺牙太苦儿女难懂！ 无牙老人种牙，只为想陪孙子长大！

感动！ 74 岁爹爹种牙：都是为了孙子
“拯救湖北 40-88 岁全半口缺牙”德国疑难专家种植团，不收 1 分钱，全口方案只种 4 颗，省大几万！

德国疑难专家团
主任医师联合亲诊

拯救湖北省
40-88 岁全半口缺牙者

援助内容：

“德国专家，不多收 1 分钱？ ”
“半口缺牙只需种 2 颗植体，
少花好几万！ ”
“百万基金”援助 40-88 岁缺
牙市民，火爆全省！ 种 1 颗牙补贴
50%，种几颗补贴几颗。

儿女
难懂！

德国高难度疑难专家团
会诊范围：
◆半口、全口牙缺失，全口无牙颌
◆牙槽骨严重萎缩、 牙骨量不足
者、纸片骨
◆活动假牙佩戴不适、烤瓷牙修复
失败者

74 岁爹爹，真的想种牙
只想再活 20 年陪孙子长大！

“几年都没尝过肉滋味，青菜都要
剁碎了才能勉强下咽， 身体也越来越
差，全口无牙颌，吃什么都要靠磨的。 ”
一位 74 岁的爹爹戴活动假牙多

老人
的苦！

年，现在已经全口无牙，身体健康每况
愈下，“我是真的想种牙， 我的小孙子
太可爱了， 我想再活 20 年陪孙子长
大！ ”

不仅仅怕花钱，我还怕疼！
年纪大了，我一定要德国专家种！

訛 德国高
譹
端种植牙专项
补助 50%，再
送德国基台、
再送高端定制
牙冠
訛 德国专
譺
家半口 / 全口
种植专家费
5000 元全免
訛 德 国
譻
3D 口 腔 CT
检查、 种牙方
案 设 计 费
3000 元全免

舒斯特
（德籍院长 博士）

经卫生局注册

高难度种植
只到德亚口腔

“我全口无牙要多少钱啊？ 疼不疼
颗牙花 15 分钟， 还避开牙槽骨薄的区
啊？我一定要德国专家种！帮我看看到
域，省钱，不受罪。
指定报名热线：
底怎么弄，又好又便宜？ 又不受罪？ ”
据悉，“15 分钟即种即用”“4-8 即刻
指定报名热线：
负重全口牙”等高难种植技术，为逾千缺
德国高难度疑难专家团联合分析
汉口、汉阳区：027-87009999
牙市民“种牙圆梦”！ 不少市民可以通过
爹爹的 CT 片，采用德国“即刻负重”
武 昌 区 ： 027-87006777
精密种植技术，成 W 点精准上下植入
该技术种非常好的德国牙， 又可以省好
几万！
4 颗植体，再当时即刻负重，平均种 1
德亚口腔 源自德国 武汉·重庆·南昌 中南院：武珞路中南国际城 A 座农业银行旁上 2 楼（傅家坡汽车站旁） 东亭院：中北路彩城大厦（地铁 4 号线东亭 C 出口前）

027-87009999
027-87006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