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前遭到国际足联禁赛的乌拉
圭前锋苏亚雷斯，6月30日在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通过他的官方推特账户，
向基耶利尼表示道歉。

“我向基耶利尼和国际足球大家
庭道歉。” 苏亚雷斯在他的推特账户
上说。“在同我的家人相处多日之后，
我终于有机会恢复冷静， 并回想6月

24日与意大利的那场比赛。” 苏亚雷
斯说，“我在过去几天中就此事做出
了相反的表态，并没有意图去干扰乌
拉圭队在世界杯上的优异表现。事件
的真相就是， 我的同行基耶利尼，在
赛场上与我的身体对抗中，遭到了被
咬的身体伤害。”

最后，他补充说：“我向公众发誓，

将不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作为受害一方，基耶利尼在苏亚

雷斯道歉之后随即也在推特上表态，
表现得很是大度。

基耶利尼在个人推特账户上说：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希望国际足联能
减轻对他的处罚。”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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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一境一乾坤

湖南盘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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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门将诺伊尔脑中一直盘桓着关于球场的十万个为什
么： 为什么那个长着一个奸商鼻子的穆勒能够在前场攻城拔
寨风光无限？为什么那个绰号“小媳妇”的厄齐尔娘娘能够在
中场运筹帷幄威风八面？还有，为什么那个长得黑不溜秋只会
开大脚的博阿腾能够号称后防铁闸？……而我，诺伊尔，身长
九尺，长相英俊，脚法精湛，却只能乖乖的呆在禁区？

这不是歧视吗?这不是软禁吗？ 他郁闷呀， 他愤懑呀。
“要自由， 要解放！” 于是他跑出了禁区， 撒开脚丫满草地地
疯玩， 有时竟跑过了中线！ “我的地盘我做主！” 于是， 大
半个后场就全成了他的地盘， 头顶， 脚踢， 胸顶， 他玩嗨
了， 玩大发了！

照理说， 这样有组织无纪律的发疯， 非出大事不可 。
可就是邪了门了 ， 尽管险象环生 ， 他却总是能够逢凶化
吉， 化险为夷。 对阿尔及利亚前锋们来说， 眼看着大把的
机会伸手可及， 却总是失之毫厘， 眼看着似乎已经煮熟的
鸭子一次次扑棱棱飞走， 他们真恨不得把眼前的这个坏小
子食肉寝皮！

邪门吗？ 亦邪亦不邪。 因为诺伊尔本身就是 “邪门”，
德国队的这种逼迫性、 控制性打法， 也需要诺伊尔这样的
“邪门”。 勒夫， 这个也有几分疯劲的主帅， 在场边看着他
的 “编外后卫” 玩得这么嗨， 说不定别提有多高兴呢！

有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绿茵场上有着“邪门”的光荣传
统。墨西哥“花蝴蝶”坎波斯、哥伦比亚“疯子”伊基塔、法国光
头巴特斯、巴拉圭远射之神奇拉维特、喀麦隆门神恩科诺等
等，都是令诺伊尔敬仰的前辈。他们因为身怀绝技，所以特
立独行， 放纵不羁； 他们因为对自己的脚法和身手天生自
恋，所以爱杂耍、“玩过界”。他们是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是足
球场上的一抹亮色，是足球魅力的一个部分。

本届世界杯进入淘汰赛以来，大开大合
的场面不见了，各队谨慎有余，比赛精彩不
足，场场都是苦拼中场的消耗战，真是闷坏
了一众球迷。幸好还有诺伊尔、奥乔亚、尼日
利亚“淡定哥”等一班“邪门”，带给我们别样
的趣味和欢乐。

“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 。”
可爱的诺伊尔， 伟大的 “邪门” 们， 继续
嗨起来， 就这么玩， 不要停！

印象中，德系车皮实耐用，动力充
沛，安全系数高。德国战车则发扬了德
系车的优良传统， 意志坚强， 作风硬
朗，纪律严明，战术素养极高，能够钢
铁般摧毁一切。

然而德阿之战， 德国战车险些迷
失在阿尔及利亚的北非沙漠中。在这
场原本强弱分明的比赛中，德国战车
变成了皮薄脆弱的日系车，闪转挪移
躲避北非铁骑的冲撞。

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的阿尔及利
亚更像一辆浴血奋战的战车，奋力逼
抢， 快速转移， 坚决打德国后卫的身
后，一次又一次威胁德国大门。若不是
德国门将诺伊尔活动范围广，至少5次

上演禁区外救险的好戏， 阿尔及利亚
很可能率先破门。 即使加时赛落后两
球，北非铁骑依然没有放弃，而是战斗
到最后一分钟， 打进非洲球队在本届
世界杯的最后一球。

德国人虽然赢得了结果， 却迷失
了方向。

整场比赛， 德国人没有钢铁般的
攻势，没有严谨的整体战术。过去的铁
血战士变成如今的肤白貌美， 在球场
上一个比一个水嫩。跑动、佯装摔倒、
绵软无力的射门，穆勒等5位小生第88
分钟的任意球表演逗翻全场。 谁能相
信，这竟是德国战车的即兴发挥？

多少年来，依靠铁血意志，德国人
将足球的整体战术发挥到无人企及的
高度。但是，2006年世界杯后从克林斯

曼手中接过教鞭，勒夫便将模仿巴萨、
超越西班牙当作自己的足球哲学。在
勒夫的改良下， 德国战车日渐迷失在
所谓的对“更精湛的技术、更细腻的配
合、更复杂多变的战术”追求中，却丢
掉了赖以生存的铁血意志。 铁血战士
摇身一变 ，成为 “白嫩男模 ”，只会绣
花，不会打铁。

在禁区前玩花拳绣腿， 穆勒诙谐
的任意球， 为德国足球唱响了告别意
志血统的挽歌。

1/4决赛，德国将迎战法国。如今
的法国更像一辆战车，
勤奋 、不花哨 、纪律严
明 、空前团结 。迷途中
的德国战车必须及时
调整方向，才能抵挡住
攻击力更强的高卢雄
鸡，才能在巴西世界杯
走得更远。

笑翻人的任意球
大家没有想到， 此前一直表现出

色的德国队， 面对阿尔及利亚队会如
此束手无策。 大家更没想到， 一向刻
板严谨的德国队， 居然会在战术中留
有一手秘密武器。

比赛中， 由于阿尔及利亚队出色
的防守及其门将的神级表演， 双方0
比0的比分一直未能改写。 第88分钟
时， 德国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
球。 关键的时候， 难得的位置， 这个
宝贵的任意球成了德国队谋求绝杀的
良机， 于是德国人就使出了秘密武
器。

发球前， 5名德国队球员站在了皮
球前， 足见迷惑性之高。 随着裁判的
一声哨响， 施魏因施泰格上前虚晃一
枪， 穆勒紧跟着继续假射迷惑对方，
但他跑过皮球后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
地， 但他很快爬起来， 继续往禁区跑
去。 随后绕了一圈的施魏因施泰格又
来到皮球跟前， 不过罚出任意球的却
是克罗斯， 他将皮球传向前插的穆勒，
可惜球被人墙挡出， 这个复杂的任意

球也宣告失败。
这个突如其来的任意球， 让全场

的球迷一时目瞪口呆， 罚完之后， 又
哄笑一片。 穆勒的摔倒更是让人啼笑
皆非， 不知他的那个摔倒是计划内
的， 还是计划外。 有球迷调侃道，
“穆勒是在玩行为艺术吗？”

5名球员一起参加任意球， 3人上
演假动作， 这或许是世界杯史上最复
杂的任意球战术。

门将，后卫？傻傻分不清楚
除此之外， 诺伊尔的表现也给大

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频频冲出禁
区外大脚解围， 让人戏称他为“戴着
手套的后卫。”

因为久攻不下， 德国队的阵线一
直压得十分靠前， 后卫线时常逼近了
中圈的位置。 这种局面下， 每当阿尔
及利亚队打出防守反击、 送出长传，
德国队的后卫线往往来不及回防， 诺
伊尔不得不上前解围。

开场8分钟时， 诺伊尔甚至追着
阿尔及利亚队的前锋一起从禁区前跑
到将近底线的位置。 回顾全场， 诺伊
尔冲出禁区解围在6次左右， 每次都
跑出禁区20米左右。 英格兰前国脚

费迪南德赛后调侃道： “诺伊尔这个
清道夫下赛季完全可以替代我在曼联
的位置。”

德国队一向是以稳健的防守闻名，
门将位置上也有卡恩这样的传奇门神。
但在主帅勒夫的指挥下，现在的德国队
开始偏离了过去的轨道，进攻成为了他
们的标签， 而来到神奇的巴西世界杯，
德国队的进攻天赋被进一步激发，连门
将都恨不得冲到对方半场上前射一脚。
不知道卡恩看到这场比赛有何想法。

一场决定去留
的1/8决赛， 莫名其
妙地踢出了喜感。与
阿尔及利亚队的比
赛中，久攻不下的德
国队上演了史上最
复杂任意球表演；过
分靠前的阵线，逼得
门将诺伊尔化身“后
卫”———

德国也“逗霸”

本报记者 王亮

“邪门”
杨又华

迷失
苏原平

苏亚雷斯正式道歉 基耶利尼为其求情

北京时间7月1日凌晨， 巴西世界杯上演
了两场欧洲“豪门” 与非洲“平民” 之间的
较量。 豪门最终取胜， 但赢得并不轻松， 法
国队第79分钟才进首球， 补时阶段再破尼日
利亚城池， 将比分锁定在2比0； 德国队90分
钟内颗粒无收， 加时赛才入两球， 最终2比1
战胜阿尔及利亚。 至此， 非洲球队全部出局。

法国和德国将在下一轮淘汰赛中交锋，
争夺4强门票。 （据新华社电）

动态

法德会师1/4决赛
非洲军团全军覆没

新浪网友@雄心依然在：继贝式弧线球、儒
式电梯球、皮式落叶球后，最新式的任意球踢法
从今夜开始流传江湖，这就是：穆式跪舔球。

新浪网友@德意志在必得： 德国队只能
拉低平均智商来击败对手。

新浪网友@啊喂小鱼：二娃“给跪”战术 ,
地球人已经无法理解了。

天涯网友@零度以下的风景： 参加世界
杯，韩国人带的是大长今的泡菜，意大利人带
的是范思哲的男装， 西班牙人带的是最早一
班的回程机票……尼日利亚人带的满满都是
白袍巫师的黑色诅咒！

本报记者 黄晓辉 整理

微言微信

� 穆勒担任了“最复杂”任意
球的主角。 新华社

如果省略了电视直播解说员的声音， 7月1日零点以后
的两场比赛， 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 一白一绿的两支球
队， 好像连续比赛了两场。 白的赢了， 绿的输了。

其实， 前面一场是法国对垒尼日利亚， 后面一场是德
国对垒阿尔及利亚。 欧洲球队与非洲球队比拼， “世界杯
冠军” 头衔的球队与 “二流球队” 比拼。 容易引起错觉是
颜色， 更是心态。

欧洲的强队多， 这次出局的也多。 西班牙、 葡萄牙 、
意大利、 英格兰， 哪个不是雄心勃勃？ 哪个不是球星如云？
如果德国、 法国再出什么意外， 恐怕不好交差了。 无论如
何， “欧美格局” 还是要维持平衡的。 德国与法国的球星
们也明白这一点。

淘汰赛不是小组赛。 小组赛输一场， 还可以挽回。 淘
汰赛就没有这个机会。 “淘汰” 是双刃剑。 传统强队掂量
历史底蕴的同时， 也感受到空前的压力。 比如， 阿尔及利
亚曾战胜过德国。 历史重演， 悬在双方的头上。 正因为没
有回旋余地， 最宽松的心态在实战中也会变得很紧。 想赢
怕输， 成为痼疾。

德国与法国， 在小组赛打得大开大合。 “白色” 可以
制造 “白色恐怖”。 但到了淘汰赛， 就有些畏手畏脚。 淘汰
赛一般都难看， 都显得很功利。

白胜了绿。 雷同的场面， 出现了雷同的结局。 足坛权
威松了一口气。 德国与法国留下来， 更有意义。 黑马总会
在一个时段被杀死。 黑马成为真正的、 被绝大多数人认可
的强队之前， 需要继续付出牺牲的代价。

错觉
陈惠芳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075 5 5 0 5 0 2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8005326.0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74 4 0 9
排列 5 14174 4 0 9 7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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