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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倜

“我想不出看球的
时候还有什么能取代啤
酒。”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
爱小酌几口的小黑本人
没错了。

“龙虾烧烤配啤酒 ，
看球大家一起吼 ！”对于看球者而
言 ，不管是好友围坐团聚 ，还是独
自在家 “守屏 ”，畅饮杯中酒都是
最好的 “宣泄 ”方式 ：你爱的球队
进球了 ，拉开一罐酒 ，阵阵浓郁泡
沫呼之欲出 ， 欢呼过后酒下喉好
似一种 “条件反射 ”；你爱的队失
利了 ，你独自满上杯盏 ，一饮而下
便颇有 “苦酒入喉心作痛 ”之感 。
看一场球 ， 你不需要像解说员那
样全程侃 ， 你手中的酒就是你的
心理写照 ， 你喝得或多或少与你
支持的球队表现有关 ， 它或苦或
甘亦与你的情绪走向相连 。 只要
身边有酒 ，想成 “佛系球迷 ”，不存
在的。

谈感受 ，懂的人自然懂 。讲道
理，足球跟啤酒早有渊源 ：红军利
物浦的创始人霍丁做啤酒起家，足
球强国、啤酒大国德国有1274家啤
酒厂 ，啤酒种类超过5000种 ，甚至
几乎每个德甲俱乐部都有自己的
啤酒合作伙伴。 而在世界杯上，啤
酒赞助也早已成为了一种常态。本
届世界杯上普京总统更是亲自临
时解除禁酒令 ， 可以 ， 这很俄罗
斯———不知有多少人会提着酒瓶
去看球？说到这里，小黑挑几个“心
头好 ”推荐给大家 ：比利时的小麦
啤酒口感清新不涩口；法国啤酒冰
爽柔和带有果香；德国黑啤苦中有
甜，不过“后劲”上头效果也堪称一
流———你看出来了吧，这些美酒清
一色出自正牌足球大国。

为什么非得是啤酒？在小黑看
来，端庄优雅的红酒端在手中你实
在不方便在看球时跟着场上局势
“收放自如”； 白酒洋酒太烈性，90
分钟以上的比赛全程小抿，小黑担
心你要么是在回味余香之中错过
一个好球，又或者还没看完比赛就
已大醉不醒……唯有啤酒，开怀畅
饮渐渐微醺 ，“拿起放下 ” 随心所
欲 ，就连干杯时的不拘小节 、简单
粗暴也能让人有酣畅之感———你
发现了吗？这种自在畅快无拘无束
是啤酒能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也
正是观看一场好球你真正渴求的
情感状态啊。

世界杯已经开始了，你真的不
打算叫上三五好友看上一场好球，
喝上几口美酒，享受最纯粹的酣畅
和快乐吗？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周倜 王
晗 通讯员 陈文美）幸运的12名孩子分批
踏上一场世界杯奇幻之旅，羡煞旁人！6月
15日，“‘成基金’ 助力长沙足球少年亮相
世界杯” 新闻发布会在传统少年足球名
校、长沙市长塘里小学举行。

成基金是我国首个青少年足球公益
基金，由我省首位国足运动员、长沙伢子
刘成发起。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近梦想
中的世界杯，世界杯中国赞助商之一蒙牛
集团携手成基金组建“中国少年队”征战
俄罗斯，总共99个入选名额中，有12名长
沙孩子的身影。

他们都来自长沙市雨花区， 这是我
省唯一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
其中10名孩子来自长塘里教育集团， 2名
孩子来自砂子塘教育集团。 据了解， 本
次球童选拔活动在北京、 上海等地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足球少年在足球明星导
师菲戈、 杨晨、 李毅、 范志毅引导下，

一一进行提问交流、 技巧展示等综合考
评， 最终由导师选定。

12名孩子在“中国少年队”中的分工、
目的地、行程安排各不相同。来自长沙市
砂子塘小学的5年级学生曾宪奎、 龚皓泉
以及来自长塘里小学的陈彦豪三名小球
员已先行到达莫斯科。发布会现场，三员
小将通过视频连线汇报了自己短暂的行
程、新奇且令人羡慕的见闻：他们参与观
摩了中俄青少年足球友谊赛；龚皓泉代表
“中国少年队”向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送上球衣，并代表球队获赠
孙春兰的亲笔签名足球。此外，曾宪奎成
了亮相6月14日揭幕战现场的幸运儿， 龚皓
泉、 陈彦豪将在6月17日德国对阵墨西哥的
小组赛中亮相。

据悉， 另外9名入选球童将于近日分
别启程， 成为世界杯期间部分场次的球
童， 其中5名足球小将将幸运地出现在世
界杯决赛现场。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周
倜） 北京时间6月15日20时， 世界杯
A组赛首轮再战一场。 南美劲旅乌拉
圭最后一刻凭借希门尼斯的头球绝杀，
1比0战胜埃及队， 打破笼罩球队44年
之久的“世界杯首战不胜” 魔咒。

自1974年以来， 乌拉圭世界杯
首战只收获3平3负。 4年前巴西世界杯， 乌拉
圭小组赛在先进球的情况下1比3惨遭哥斯达
黎加逆转。 本场比赛让球迷无比期待。 乌拉圭
队核心苏亚雷斯、 埃及队灵魂萨拉赫———两代
英超MVP， 同时也是带领着红军利物浦在欧
洲足坛掀起过滔天浪潮的真英雄。 可惜， 苏神
对法老的好戏没能上演， 有伤在身的萨拉赫全
场比赛都未登场。 或许是少了法老的陪伴， 今
天的苏亚雷斯自开场起频造威胁， 却屡尝遗
憾。 第23分钟远点无人盯防的一记近距离扫
射打中边网， 第32分钟他任意球暴射被人墙

挡出。 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互交白卷。
下半场双方依旧“只见威胁在， 不见破门

成”。 尤其是第72分钟时， 苏亚雷斯单刀直面
对方门将希纳维， 犹豫瞬间皮球被希纳维扑
出， 苏神错过了本场最好的建功机会。 “东方
不亮西方亮”， 乌拉圭终于在最后一刻拨开明
月见日出， 第89分钟， 希门尼斯接桑切斯右路
传中头球破门， 打破比赛僵局。 经历此役后，
打破魔咒的乌拉圭晋级之路更加明朗， 接下来
他们将分别迎战沙特、 俄罗斯。

看着对手在最后一刻的热烈与疯狂， 本场
比赛一直在替补席的萨拉赫脸上露出一丝无
奈。 相比之下， 门将希纳维凭借出色发挥挑起
全队大梁， 牢牢捍卫自家球门， 获得本场比赛
最佳球员。 他整场比赛数次化险为夷， 其中包
括挡住苏亚雷斯的两次单刀和卡瓦尼的一脚远
射， 堪称神勇。 希纳维在今年3月23日才为埃
及国家队上演处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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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不胜”魔咒

小球迷 大场面
12名长沙小球童开启世界杯奇幻之旅

6月15日， 埃及队球员
赛义德（前）和乌拉圭队球
员戈丁在比赛中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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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
18:00 法国VS澳大利亚
21:00 阿根廷VS冰岛

6月17日
00:00 秘鲁VS丹麦
03:00 克罗地亚VS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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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杨又华

一场比赛就是一场演出，一般都有主角、配角。
比赛的精彩度取决于主角的技艺， 也离不开配角
的助演。配角不给力，演出的观赏性就会打折扣。

14日晚的揭幕战，主角光彩照人。两记世界
波，创历史纪录的5粒进球，全场让对手哀莫大
于心死的统治性表现， 战斗民族的这群铁血男
儿这样回敬全世界：咳，史上最弱东道主，说的
是我吗？！

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 甚至让看台上
的普京总统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连连对沙特王
储摊手：孩子们玩疯了，我也没办法哦。

不过，配角的蹩脚表现，大大折损了东道主
胜利的成色。 习惯于在炎炎沙漠中踢球的沙特
队，走进凉爽的莫斯科绿茵场，集体唱起了“凉
凉”。进攻，像一群散兵游勇；防守，漏洞百出。技
战术，没有；战斗意志，没有；求胜欲望，还是没

有。 以脚下技术著称于亚洲的沙特足球队变成
了沙特传球队。他们极不专业的表现，让欧洲二
流球队俄罗斯俨然成了予取予求的王者之师。

与之相比，15日晚乌拉圭对阵埃及， 主、配
角的合演就默契得多了。由于当家“大咖” 萨拉
赫缺阵，埃及队实力大损，只能屈居配角。但这
个配角他们演得极其投入、敬业。攻防有序，特
别是防守，有足够的硬度和弹性，全场并没有给
乌拉圭队多少机会，要不是终场前运气稍差、让
乌拉圭偷袭攻入一球， 他们极有希望从这场比
赛中带走一分。

这场比赛，虽然只有一粒进球，但就技战术
水平而言，比揭幕战实在要高出一个档次。

明了配角的重要性， 首战大杀四方的东道
主队球迷狂欢之余要小心了。 战斗民族的勇士
们一顿乱拳打死的只是一只病猫， 是不是真英
雄，得过了景阳冈再说———乌、埃两只真老虎正
在候着呢。

论配角的重要性
又踩一脚

6月 15日 ，
在圣彼得堡举行
的俄罗斯世界杯
B组比赛中，伊
朗以1比0战胜
摩洛哥。 比赛第
93分钟，伊朗主
罚前场任意球，
摩洛哥队球员布
哈杜兹自摆乌
龙。上届世界杯，
亚洲4支球队仅
仅取得3平9负。

图为双方队
员在比赛中。

笑纳
乌龙礼
伊朗
开门红

王者荣耀
乌拉圭1比0绝杀埃及

据新华社俄罗斯喀山6月15日电 参加俄
罗斯世界杯的法国队可谓群星闪耀， 从后场到
前场没有一个弱项， 自然他们也就成为夺冠热
门队伍之一。 法国队的首战对手是通过附加赛
才赶上末班车的澳大利亚队， 舆论普遍认为获
胜没悬念。

这支法国队从教练到球员， 可以说人人都
是大牌。大牌聚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团结、整体
性。主教练德尚也说，法国队的球员每个都很有
个性，他的工作就是把球队捏合成一个整体，让
球队达到平衡，每个球员都能发挥作用。

确实， 法国队在经历了世纪之交的辉煌
后，连续几届世界杯成绩不佳，其原因并不是
球员水平，而更多的是队内的不合。德尚上任
后许多人认为他作为主教练水平还是不够，
但显然他的优势是威信。 现在德尚带领的这
支队伍气氛和谐， 在训练中就可以看到队员
间其乐融融的气氛， 这也是舆论普遍看好他
们的原因。

让法国队成为热门之一的还有他们的活
力，球队23人平均年龄26岁，是近些年来最年
轻的一支， 身价最高的姆巴佩才刚刚19岁。年
轻有可能经验不足， 但德尚在赛前的最后一场
发布会上强调：“对很多年轻球员来说这是人生
中第一场重量级大赛， 我不认为年轻球员多是
冒险，他们虽然年轻但水平很高，否则我也不会
选择他们进入国家队。”

当然法国队也不是一点儿问题没有， 中场
虽然有博格巴、坎特、马图伊迪等人，但是缺乏
一个能够串联起整支队伍的核心， 也就是当年
齐达内那样的人物。

法国的对手澳大利亚，他们是经过22场比
赛才迈进决赛圈的大门，预选赛分外艰难。今年
1月他们换上了荷兰籍主帅范马尔维克， 这位
白发主帅在接手澳大利亚队前带领沙特队先一
步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范马尔维克对自己手下的球员有着清醒的
认识，在首场比赛上期待的只是一个惊喜，他在
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知道面对法国这
样的强队， 澳大利亚队要做好自己并不是那么
容易， 两支球队实力相差很大。 但是我们在进
步，两个月前，我会说与法国队踢10场比赛，我
们会输8次到9次，而现在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输
5、6场，剩下的比赛有可能平甚至取胜，所以说
做好自己，我们就有机会制造惊喜。”

对于范马尔维克麾下的澳大利亚队， 德尚
也并未掉以轻心， 他认真研究了荷兰主帅上任
后与上任前澳大利亚在防守上的差异， 因此虽
然法国队除了上一届巴西世界杯上首轮3比0
大胜洪都拉斯外，每次首战表现都不够好，但今
天的德尚却信心十足， 他在赛前发布会上说：
“我们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集中
精力，放松去踢，竭尽全力展现一个最有竞争力
的法国队。”

法国群星闪耀
澳大利亚期待奇迹兵临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