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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足联裁判委员会安排了 19 名主裁判

以及他们的助理裁判团队执法今年欧洲杯的

总共 51场比赛。

这次的欧洲杯比赛城市遍布全欧洲，

因此欧足联将裁判的驻地和训练营安排在

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直到四分之一决赛

结束后，再移师半决赛和决赛城市英国伦

敦。

曾经的欧洲金哨、意大利人罗塞蒂表示，

“我们对迄今为止在欧洲杯上看到的裁判表

现非常满意。他们对于球场上的各种挑战，给

出了很好的响应，展示了毫无疑问的高水准。

欧足联感谢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以

及十分努力地执行欧足联的裁判准则。作为

参加欧洲杯的‘第 25 支球队’，我希望我们

的‘裁判队’能在赛事剩余时间里继续保持

最高的水准。”

罗塞蒂还特别赞扬了英国裁判安东尼 ·

泰勒在执法丹麦和芬兰比赛中，处理埃里克

森突发昏厥和急救时的表现，“我想每个人

都认识到泰勒在当时的处理是完美的，我们

为他的行为和冷静感到自豪。我们也建议裁

判对这种情况保持警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的。不得不说，泰勒太棒了！”

罗塞蒂还介绍了这次欧洲杯小组赛阶段

比赛的执法相关数字。其中十分明显的是，相

比 2016 年法国欧洲杯，场均犯规和黄牌的

数字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今年 36 场小组赛一共吹罚了 806 次犯

规，场均 22.4 次；2016 年时的数字是 911 次

犯规，场均 25.4 次。

黄牌数上，本届比赛小组赛阶段出示了

98 张黄牌，场均黄牌数 2.7 张；上届同时期

的黄牌数为 129张，场均黄牌数 3.6 张。在红

牌数上，这两届赛事持平，都是两张。

“我们并不希望裁判为了这个数字统计

而少吹罚犯规，这不是我们的意图。”罗塞蒂

说道，“裁判在场上的作用是做出正确的决

定，他们也做得很不错。所以看到犯规和黄牌

的减少，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

犯规的减少也让比赛进行得更加流畅，

有效比赛时间反过来就得到了增加。本届小

组赛的场均有效比赛时间为 58 分 51 秒，明

显要比 2016 年的 56分 30秒多。

罗塞蒂还表示，“犯规和黄牌数的减少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球员们在球场上的态度

更好了，他们对于裁判也更加尊重。我们希望

这一趋势能够继续下去。”

今年也是欧洲杯第一次引入VAR视频

裁判系统，22 名视频助理裁判的工作室在瑞

士尼翁的欧足联总部。欧洲杯的每场比赛中，

一共有三名视频助理裁判参与：一名主视频

助理裁判、一名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一名越

位视频助理裁判。

经过小组赛的执法，罗塞蒂给视频助理

裁判团队打了最高分，认为他们和场上的裁

判合作紧密，确保在球场上做出正确的决定，

“视频裁判在帮助现场裁判做出正确决定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计数字也显示

了VAR正在做出宝贵的贡献。”

根据欧足联裁委会的统计，36 场小组比

赛中一共记录了 179 次触发视频助理裁判

介入的事件，只有 12 次通过VAR进行了纠

正，平均每三场一次。也就是说现场裁判

91.6%的判罚是正确的，这个数字也说明了

本届欧洲杯执法裁判的水平很高。

在VAR纠正的 12 次判罚里，包括了 6

次越位、3 次犯规、2 次手球和 1 次肘击。其

中 7 次是直接纠正，5 次通过主裁判回看视

频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其中越位判罚上，VAR 介入了 21 次，

纠正了 6次，保证了最后的判罚是百分之百

准确的。对此罗塞蒂表示，“我们可能不再认

为越位的判罚是个问题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视频助理裁判，和上届

欧洲杯相比，今年的点球数量增长了一

倍———从 2016 年的 7 个变成了现在的 14

个。

罗塞蒂表示，“多亏了有视频助理裁判，

我们如今在判断禁区内犯规方面更加准确

了。”

最后罗塞蒂强调，视频助理裁判系统的

目的不是去改变足球，而是帮助比赛更加公

平，“我们需要在 VAR 干预方面找到正确

的平衡，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保持足球的本来

面貌。VAR 的作用是在尽量少干扰比赛的

情况下，对明显的错误进行纠正，以获得最大

利益。”

英德大战
德国不败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二，欧洲杯将进行最后两场 1/8 决

赛：英格兰VS德国、瑞典VS乌克兰。

周二 043 欧洲杯 30 日 00:00

英格兰 VS 德国

本场比赛在温布利球场进行，英格兰占

据主场之利。

英格兰在本届杯赛中被寄予厚望，但是

球队在小组赛中的表现远没有达到外界的预

期。虽然 2胜 1 平以 D组第一的成绩出线，

但两场小组赛仅打入 2球，价值 6.5 亿欧元

的豪华锋线进球效率不高。最关键的是，英格

兰硬战能力并没有得到考验，主教练索斯盖

特也备受质疑，德国队是英格兰队在本届杯

赛上遇到的真正考验。

德国队小组赛首轮 0比 1 不敌法国，第

二轮 4 比 2 击败葡萄牙，最后一轮 2比 2 绝

平匈牙利后惊险出线，总体表现也不稳定，但

因为出自死亡之组，德国队经受的考验远超

英格兰队。而在关键的淘汰赛，德国队的气质

可能更胜英格兰一筹。

竞彩让球推荐：

英格兰（-1）VS 德国 负

周二 044 欧洲杯 30 日 03:00

瑞典 VS 乌克兰

本场比赛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进行。

年龄老化的瑞典在这届比赛前并不被人

看好，但球队在小组赛中逼平西班牙，随后又

击败斯洛伐克和波兰，以 E组第一出线。瑞

典队今年的表现非常稳定，在 2021 年的 8

场比赛中取得 7胜 1平的成绩。

乌克兰进入 16强，可谓是搭上了一趟末

班车。小组赛 1胜 2负积 3分，净胜球为-1，

等到 6个小组的小组赛全部打完之后，他们

才惊险地力压同积 3分的斯洛伐克出线，这

也得感谢西班牙最后一轮 5比 0击败斯洛伐

克，导致乌克兰在小组第三的净胜球比拼上

占据了优势。

总的来说，舍甫琴科的球队年龄较轻，冲

击力强，但比赛经验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

上还有欠缺。经验更为老道的瑞典更令人放

心一些。

竞彩胜平负推荐：

瑞典 VS 乌克兰 平/胜

欧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罗塞蒂总结小组赛裁判表现

黄牌慎出 点球翻番
VAR首秀 好评居多

晨报记者 俞 炯

图片 新华社 制图 张 继

本届欧洲杯已经进

入了淘汰赛阶段 。日前 ，欧

洲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罗

伯托·罗塞蒂对执法裁判和

视频助理裁判 （VAR）在小组

赛 36 场比赛中的表现给出了

积极的评价 ， 并呼吁这些球场

法官们在之后更加关键的淘汰

赛阶段有着更高的标准和更出

色的表现。

 从死亡之组突围而出，德国

队经受的考验远超英格兰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