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6月16日2时 葡萄牙VS西班牙

关注指数★★★★★

揭幕战后，本届世界杯第一场万众期
待的对决来了：葡萄牙对阵西班牙。

葡萄牙有顶级巨星C罗，2016年夺得
欧洲杯冠军； 西班牙则是在2008年至
2012年间两夺欧洲杯冠军，一次问鼎世界
杯，一时堪称世界霸主。 但2014年巴西世
界杯西班牙表现低迷， 小组赛便打道回
府，还被荷兰以5比1“痛揍”。 葡萄牙难称
顶级强队，西班牙如今也不在巅峰，但两

队无论是球星数量、比赛风格还是历史宿
怨，都让球迷“着迷”。

从分组来看，因为A组只有一支强队
乌拉圭， 因此两队为了在16强中拥有更
“好”的对手，也会力争小组第一，首秀自
然会火力全开。

此外，C罗今年已经33岁， 参加下一届
世界杯的可能性已非常小，他的世界杯比赛
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而西班牙临阵换帅，如
今军心如何，第一场比赛也能初见端倪。

6月15日20时 埃及VS乌拉圭
关注指数★★★★

埃及对阵乌拉圭，主要看球星。
乌拉圭自然是看苏亚雷斯。上届世界

杯，苏亚雷斯大嘴一张，震惊世界。过去的

4年，苏亚雷斯老老实实，只动腿，没再动
过嘴。 今年他已31岁，不能再当“熊孩子”
了。

萨拉赫作为2017至2018赛季欧洲最
瞩目的球星， 承载着埃及乃至非洲的希
望。 A组除乌拉圭外，整体实力相差不大，
这也让埃及对晋级虎视眈眈，萨拉赫就是
埃及晋级的“钥匙”。 对于本场比赛，目前
最大的悬念就是，萨拉赫的肩伤恢复得如
何？ 他能赶上埃及首秀吗？

论球队实力， 乌拉圭高过埃及一截，
埃及争平当赢。

6月15日23时 摩洛哥VS伊朗
关注指数★★

与西班牙、葡萄牙分在一组，摩洛哥
和伊朗的晋级前景极其渺茫。一个来自非
洲，一个来自亚洲，堪称难兄难弟。对两队
来说，本场比赛都是获取进球、积分或者
胜利的仅有机会。

西葡未战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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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以欢乐之名

� � � � “流水”的世界杯，“铁打”的东道主。 天
时地利人和， 东道主的优势绝不是盖的，历
史上有6支球队以东道主的身份首次夺得世
界杯冠军———1930年的乌拉圭、1934年的
意大利、1966年的英格兰、1974年的前西
德、1978年的阿根廷和1998年的法国。

不过，物极必反。 东道主优势往往因为
“走偏”，而饱受吐槽和抨击。 2002年日韩世
界杯，东道主韩国就被各国球迷喷为“黑”进
四强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要想创造奇迹，
你首先得成为东道主？中国球迷的脑洞由此
大开：一旦中国申办世界杯成功，“世界杯出
线、举办世界杯、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三大足
球梦想会不会“一步到位”？

不过， 并不是所有东道主的命好到
爆，也有球队被送上一首《凉凉》———五星
巴西在本土进行的两届世界杯均未闯进
决赛 ，2014年他们更是在半决赛被德国
虐出了7比1。 段子君记得当时仿佛出现
“场上是国足在驰骋”的幻觉。 2010年南
非世界杯，被冠以“史上最弱”东道主的南
非创造了历史，成为首支小组赛被淘汰的
东道主球队，真应了那句“吃我的住我的，
却不让我快活。 ”

东道主毕竟是东道主，“你大爷也还
是你大爷”。 世界杯史上还有一条至今未
被打破的揭幕战“东道主不败”定律。 到目
前为止，世界杯揭幕战有10次为东道主出
战，共取得7胜3平保持不败。

“流水”的世界杯
“铁打”的东道主

金家继

揭幕战，俄罗斯以5比0击败
沙特，现场氛围太火爆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观众，尽管不是俄罗
斯或者沙特的球迷，大家都在高
声呐喊，享受足球。这是我每次
现场观看世界杯最感动的地方。

不知不觉，这是我现场观看
的第5届世界杯。2002年韩日世
界杯，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世界
杯。当时米卢蒂诺维奇成为中国
队主帅，我被中国足协邀请做球
队翻译，并负责中国队出征客场
的行程安排。2001年10月7日，
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击
败阿曼提前两轮出线，沈阳市为
那一届国家队立了一组雕像，其
中就有我。至今，我的微信头像
都是那个石头做的“老金”。

5届世界杯， 每届感觉都不
同。 除了2002年中国队参加的
那一届外，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2006年德国世界杯。 这么大的
比赛，赛事期间德国来了这么多
政要、游客，世界杯好像融入了
当地百姓的生活，同时成为当地
百姓和全世界球迷的节日。

（金家继，55岁，中国旅行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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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烧

理想四旬

苏原平

5比0！ 史上最弱的东道主创造了世界杯
揭幕战最悬殊的比分。 火红的俄罗斯战袍，就
像熊熊烈焰，一次次“点燃”了卢日尼基球场。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 韩国导演李沧东蛰
伏8年的新作《燃烧》也火了一把。 这部改编自
村上春树短篇小说《烧仓房》的电影，将烧仓房
改为随处可见的塑料大棚。美国作家福克纳也
有一篇关于“燃烧”的短篇小说《烧马棚》。 《燃
烧》正是《烧仓房》与《烧马棚》的合体，富人以
烧仓房或塑料棚为趣，穷人只能以烧马棚为复
仇。 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面前，暴力似乎成为愤

怒的弱者不可取却是唯一的发泄之路。 但是，
影片忘了“战斗”才是改变命运、逆转人生的最
有效的途径。

2010年赢得世界杯举办权的俄罗斯人，恐
怕不曾预料到7年后会被挤在夹缝中艰难生
存。剧变的乌克兰局势推翻了第一块多米诺骨
牌，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坠入冰点；低谷
中徘徊的原油价格，几乎动摇了俄罗斯的经济
基石。西方的“政治抵制”再一次点燃了俄罗斯
的愤怒，引爆了俄罗斯的自尊与自强。

一向被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不是用
暴力，而是用战斗“燃烧”着揭幕战。 虽然他们
的世界排名比沙特还低， 是一支无海归球员、

无大牌球星、无傲娇战绩的“三无”球队，但彪
悍勇猛的他们坚韧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刻。对
他们而言，这场揭幕战也许无关“生”，
但绝对有关“死”。

在逆境中奋起， 在危难时爆
发，俄罗斯在这场“最弱”
揭幕战中激情战斗、尽情
“燃烧”，烧掉的是西方的
傲慢与偏见，燃起的
却是 “战斗民族”在
世界杯旗帜下，面
对危机和挑战的
雄心与激情。

正如主
帅 切
尔 切
索 夫
所说的，卢日尼基球场打响的，是属于
俄罗斯自己的伟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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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论

� � � �北京时间6月15日凌晨1时结束的2018
年世界杯揭幕战中，东道主俄罗斯以5比0狂
胜沙特，实现开门红。

谁能想到，被誉为“史上最弱”的世界杯
揭幕战，东道主豪取5球，成功回击了外界的
所有质疑！

国际足联最新一期国家队排名中，俄罗
斯排名第70，沙特排名第67，他们成为本届
世界杯32强中排名最低的两支球队。对于他
们而言，揭幕战不容有失，失利意味着晋级
之路或将就此终结。

比赛中，“战斗民族” 很快拿出战斗力。第
11分钟，加辛斯基一记头球打入本届世界杯首
粒进球。第45分钟，东道主再下一城，切里舍夫

禁区内挑过沙特防守球员将球打进，成为首位
在世界杯揭幕战进球的替补球员。

下半场俨然成为俄罗斯的“主场秀”。第
70分钟，替补出场仅89秒的久巴在门前以闪
电之势将球轻松顶进，这一进球也创下2002
年以来世界杯最快的替补队员进球纪录。此
后，乘胜追击的俄罗斯人将与生俱来的艺术
细胞全面激活。补时阶段切里舍夫轰出一记

世界波，再次扩大比分。戈格温打入的压哨
任意球将比分定格在5比0。

一场原本被“无限看低”的揭幕战，着实令
人惊喜。没有大牌球星、没有海归球员、没有傲
人战绩， 双方有一个共同名字———“三无”球
队。可谁能想到，正是这支“三无”球队，创造世
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最大分差。 自1994年之
后，“战斗民族”首次在世界杯单场进3球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杨又华

来吧， 让我们凝神屏气
翘首以待那个叫莫斯科的城市
这个星球上最盛大的演出
已经大幕开启
64集精彩绝伦的连续剧
将燃遍这个夏天

来吧 ， 真球迷伪球迷男球迷女
球迷老球迷小球迷

让我们以欢乐之名
聚拢在一起
让啤酒的香味更浓烈些
让兴奋的喝彩更狂野些
激情需要传染
快乐需要分享

来吧， 让我们以欢乐之名
聚拢在一起
共同见证
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些神奇的时刻
那些伟大的时刻

我们会有喜怒 会有悲欢
会有面红耳赤的口水战
但那又何妨呢
你， 我， 我们
与绿茵场的争战一起
只关乎荣誉
关乎青春与热血
关乎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
地球人的团聚
还有比这更纯粹的理由吗

走出你的世界
走出我的世界
来吧， 让我们以欢乐之名
一起走进那个叫 “世界杯 ” 的

自由的世界

� � � � 图为俄
罗斯队球员
佐布宁（左）
和沙特阿拉
伯队球员奥
泰耶夫在比
赛中拼抢。

周倜

谭云东

世界杯开始了， 讲两个朋友和足球的
故事。

46岁的劲松通过电视看了7届世界杯，
这一次他计划用不可思议的方式完成梦
想———从长沙出发， 一个人骑自行车前往
莫斯科看世界杯决赛。 一路往北，满洲里出
关后，朝西穿越西伯利亚，50天骑行5000多
公里，行程已过半。

“现在偏西风，风速每秒5公里，距离今
天休整地48公里，不远处有一段长坡。 ”14
日下午，我联系上劲松时，他正骑行在伊尔
库兹克州首府往西500公里的P255公路上。
这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公路， 两旁绿色的
白桦林整齐地延长到天际线， 路的尽头是
压得很低的云层， 刺眼的阳光从云里透出
来。 雨从南边追过来了，有点顶风，他仍加
快了骑行速度， 现在距离莫斯科还有4000
多公里， 每天必须完成150公里以上距离，
才能在决赛之前赶到。

1万公里的单人骑行，孤独而遥远。 劲
松知道难度，他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完成，
所以这几年，一直在跟朋友说这件事，给自

己压力。 鼓起勇气出
发，他迈出第一步，就
已经成功了一半。 足
球世界， 包含了我们
期待的勇敢、奇迹、想
象力， 一个漫长而未
知的旅程，又何尝不需要。

另一个故事主角是 “奔四”
的泓宇，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月，参加PP体育
的《足球解说大会》，泓宇晋级了全国30强。
最让泓宇兴奋的倒不是这个名次， 他通过
比赛零距离接触了偶像黄健翔， 并和他在
绿茵场上“过了招”。 “我喜欢上足球解说，
就是因为黄健翔！ ”泓宇直言黄健翔对他的
影响， 这一次梦幻般的经历是对他多年坚
持足球解说的回馈。

大学毕业后， 泓宇在电台主持过多档
体育节目， 在湖南经视和颜强等大咖解说
过英超和欧锦赛，中间也有过挫折，因为热
爱，他坚持下来。 通过这次比赛，泓宇也找
到了自己的不足，比如黄健翔解说的专业、
精准都是他需要学习的地方。 足球解说如
今只是泓宇的业余爱好， 但他有了下一个
目标， 希望有一天能在贺龙体育场解说一

场 湖
南 人

自 己 球 队 的
顶级联赛。
就在贺龙体育场，

去年3月23日， 我们同
样感受到了足球的魔
力。里皮率领的中国男

足在这里击败了韩国队， 城市
因此而沸腾。 很多人依然记得
当晚刷爆朋友圈的那张图
片———一个男孩，背对球场，
在看台座椅上专注地写着作
业，全然不顾山呼海啸的人群，

身旁的中年父亲摘下眼镜， 在擦拭着激动的泪
水。 这座现代化城市的面孔，那一晚生动无比。

理想四旬。 理想不会老，它是一种让你
觉得坚持就幸福的东西， 最后能否实现真
的不重要，过程精彩就够了。

图为俄罗斯世界杯揭幕战现场。 金家继 供图

饱赚五球，何惧“三无”

段子说

朋友圈

兵临城下

王者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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