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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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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墨西哥犀利的反击刺穿德国层
层防线， 德国队失利爆出了本届世
界杯开战以来最大的冷门。

北京时间6月17日晚，世界杯F
组首轮大战万众瞩目。 对阵双方为
卫冕冠军德国队与北中美及加勒比
赛区绝对王者墨西哥队。 两队最近
一次正式比赛较量， 正是在去年的
联合会杯半决赛中，当时德国4比1
战胜墨西哥。

开场双方均迅速展开攻防，且
速度极快。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耳曼
战车，墨西哥队倒踢得有章有法，数
次发起犀利反击的他们频频制造威

胁，展示出抢眼势头与极佳状态，这
让德国队头疼， 也导致队伍迟迟打
不开局面。第34分钟，数次破门不
成的墨西哥率先打破僵局，“小豌
豆”埃尔南德斯拿球后向左横传，洛
萨诺将球打进，墨西哥1比0领先德
国。整个进球过程，墨西哥队将犀利
反击演绎得淋漓尽致。

下半场日耳曼战车欲加大马力，
无奈墨西哥强大的防守像堵墙，反击
如尖刀。 逼得德国队不断找到机会，
又不断破灭希望。无论是下半场开局
时基米希倒钩射门稍稍高出横梁，还
是克罗斯的射门， 都差了分运气，也
少了分霸气。第89分钟，布兰特远射
击中立柱，这一球的打飞“基本宣告”

德国队本场比赛结局的悲凉。
在赛前被看做夺冠大热门的

德国队首战翻车，爆出本届世界杯
开赛以来最大冷门，赛前信心满满
剑指夺冠的日耳曼战车首秀就如
此艰难，战车或许应重新思考如何
找回球队引以为傲的稳定性。

在6月17日早前结束的几场比
赛中也均有“好戏”上演：36年后重
回世界杯的秘鲁队首战得势不得
分，罚失点球最终以0比1负于丹麦
队；克罗地亚队凭借莫德里奇的点
球与对手的自摆乌龙2比0战胜尼
日利亚队；科拉罗夫圆月弯刀破门
帮助塞尔维亚队1比0战胜哥斯达
黎加队。

剑指冠军？“未免”太早！

� � � � 6月17日，墨西哥队球员洛萨诺（左）在比赛中
庆祝进球。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今日赛程：

6月18日

20:00�瑞典-韩国
23:00�比利时-巴拿马

6月19日

02:00� �突尼斯-英格兰

6月17日赛报：
C组 秘鲁0比1丹麦
D组 克罗地亚2比0尼日利亚
E组 哥斯达黎加0比1塞尔维亚
F组 德国0比1墨西哥

诸葛不亮

小黑“逗”

周倜

“太精彩了！！！伟大的比赛，公平的结
局！！不逊任何一届的决赛！！载入史册！感
谢C罗！！也感谢西班牙！！”

6月16日凌晨下班后， 和同事看完西
葡大战的小黑收到老周发来的 “一连串感
叹号”。小黑在那一刻忽然想起已有多年没
与他一同看球。

这一篇，小黑就不“逗”了。
1998年-2006年的三届世界杯， 小黑都

陪着老周度过。老周是名医生，业余生活不宵
夜不唱歌不洗脚， 搓搓麻将看看CCTV-5大概
是仅有的消遣。记忆中的那三届世界杯，老周
几乎都是“踩着点”回家，洗漱完毕从卧室搬出
毯子和枕头蹑手蹑脚回到客厅。以前家里沙发
小，他便睡在冰凉的地板上躺着看。母亲对足

球完全不来电， 所以老周每次都拉上小黑，美
其名曰“女孩子也要有点运动细胞”。

那会儿的老周总是边看球边讲解各种
规则，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对于究竟什
么是“越位”依然讲得模棱两可。彼时的他
滔滔不绝，小黑在小沙发上听得昏昏欲睡。

老周看足球只看世界杯， 小黑当时对
于一场球赛精彩程度的判断完全来源于地
板上的老周：全程紧盯屏幕、重复“躺下与
坐起”则一定有好戏，倘若一片安静直至传
来鼾声，小黑通常也跟着睡了，清晨醒来电
视机只剩下满屏“彩虹条”。

其实老周是不够懂球的， 他没有固定
钟情的球队和球星， 基本属于 “谁牛他爱
谁”；他也没有太专业的足球知识，“哎呀！”
和“好球！”是他看球的“万能句”。机智的小
黑早就看穿一切， 但何必揭穿？ 他时而振

臂、时而沮丧的样子其实挺可爱的。
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黑打电话问他还

有没有看球，他说：“看啊，还是在地上看，但
感觉你还睡在沙发上一样。”此后的世界杯时
光，小黑忙于读书和恋爱，直至为人妻，和老
周看球的记忆越来越遥远。 现在小黑成了一
名体育记者， 老周也就很少给小黑讲解体育
知识了，他开玩笑地说：“你是专业人士。”

西葡大战之后老周的微信小黑一直回想
着， 也猜得到已渐渐老去的他一定还是在
地板上躺着， 用仰视的角度看着场上的风
云变幻，似乎是对足球的信仰，也是对回
忆的尊重。

写下这些文字恰逢父亲节，
小黑发了条微信问老周：“等休假
了陪你看几场球？”老周回了一个
“鼓掌”的动态表情。

地板上看球的老周

6月 17日 ，
哥斯达黎加队球
员科林德雷斯
（左）与塞尔维亚
队球员托西奇拼
抢。

王亮

作为世界足坛的 “怪咖”，不
管对手是什么流派， 墨西哥从没
怕过谁。 本次面对强大的卫冕冠
军，尽管去年在联合会杯上还以1
比4输给了德国二队，但墨西哥该
咋踢咋踢，一不小心，爆了个大冷
门：赢球了！

比赛挑边时， 德国队长诺伊
尔和墨西哥队长瓜尔达多友好握
手，场面十分有趣，诺伊尔足足高
了一头多，原以为，两位的身高差

会成为本场比赛的注脚： 卫冕冠
军实力自然高出一截。

但德国队的表现令人失望
了 ，全场中规中矩 ，得分的绝对
机会不多， 进攻缺乏创造性；墨
西哥矮小灵活， 却不怵对抗，细
腻的脚法 、快速的防反 ，面对德
国队时依然行云流水。一场充满
特色的碰撞， 比赛你来我往，跟
按了快进键似的， 只要一扭头，
就会错过精彩的传切配合。仅上
半场比赛，德国队就有8次射门，
墨西哥则是9次。

相比卫冕冠军的表现，之前五
届 世 界 杯 都 小 组 出 线 的 墨 西 哥
队 ，踢得一如既往的稳定 ，如同仙
人掌一样 ，浑身是刺 ，让对手找不
到机会 。 高效率的抢断和快速反
击 ， 是墨西哥赢下本场比赛的两
大法宝。

全场比赛， 墨西哥队一共有20
次抢断，而德国队只有12次，墨西哥
队反击基本每次都能形成攻门。当
然，德国队也不用着急，调整的时间
与机会还有， 毕竟不是每支球队都
像扎手的仙人掌。

仙
人
掌

� � � �一边是更新换代完毕欲雪巴西世界杯之
耻的英格兰队， 一边是时隔12年再次登上世
界杯舞台的突尼斯队。到底是青年当道的“三
狮军团”旗开得胜，还是团队至上的“迦太基
雄鹰”突出重围。当地时间18日晚在伏尔加格

勒体育场， 一场90分钟的比赛将为
球迷揭开谜底。

近年来的世界大赛留给“三狮军
团”的记忆是苦涩的。2014年的巴西

世界杯，英格兰队一场未胜小组出局，随后杰
拉德退出英格兰队。2016年的法国欧锦赛，英
格兰爆冷输给名不见经传的冰岛队止步16
强，一年后鲁尼也宣布退役。巨星归隐，英格
兰不得不开启了更新换代。

现如今， 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执掌的是
一支十年来最年轻的英格兰队，23人平均年
龄刚刚超过26岁，队中只有卡希尔、琼斯、亨
德森、斯特林和维尔贝克5人参加过巴西世界
杯。就是这支青年军，却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
赛中展现出不俗的战绩。8胜2平的战绩让这
支英格兰队以小组头名顺利出线， 更值得一
提的是他们只失3球，是该阶段防守表现最好
的球队。

不过， 锋线乏力一直是近年来英格兰队
的顽疾。据统计，自1990年以后，英格兰队个
人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仅为2球， 而且在近9
场世界杯比赛中， 英格兰队没有一场比赛攻
进1个以上的进球。今年在俄罗斯，球迷们也
期待由凯恩、瓦尔迪、斯特林等人坐镇的英格
兰锋线能够打破这个尴尬的纪录。

突尼斯恰好成为这支“三狮军团”的第一
块试金石。相比于英格兰，突尼斯队此次出征
俄罗斯的阵容可谓星光暗淡。 从预选赛和热
身赛的表现来看，虽然在非洲5队中大牌球员
最少， 突尼斯或许是非洲球队中最注重团队
协作，整体作战能力最强的。这或许可以从他
们的国际足联的排名中得到佐证， 截至6月7
日，他们世界排名第21位，是排名最高的非洲
球队。

（据新华社俄罗斯伏尔加格勒6月17日电）

“三狮军团”盼“擒鹰”

兵临城下

德国0比1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