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原平

也 许 是 地 处 高 纬 度 的 俄 罗 斯 太
“冷”，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纷纷开启“冷
门”大开。

在原本几无悬念的比赛中， 夺冠呼
声最高的德国爆出最大“冷门”，以0比1
不敌墨西哥； 五星巴西也在先入一球的
情况下，惨遭瑞士逼平。一个终结了36年
世界杯首战不败的历史， 一个创造了40
年来首次世界杯首战不胜的纪录。

面对“逢德必败”的墨西哥，德国传
球失误过多，进攻速度缓慢，中场没有形
成有效串联，下半场逼抢不够，穆勒状态
不佳……曾经战绩赫赫的“日耳曼战车”
不但成了丁当响的“老爷车”，还彻底翻
了车。“年迈”的墨西哥更像一辆高速“战
车”，不时地撕破德国防线，一路狂飙到
门前。

尽管上届世界杯留下1比7的惨败教
训，但巴西人仍显示出那份来自足球王
国的傲娇 ， 他们在领先后的放松和大
意 ，酿成失球的苦果 。虽然桑巴军团大
举压上，但十字军团的“链式防守”并非
浪得虚名，顶着一头“泡面”的内马尔被
团团束缚，无力回天。

无论巴西、德国，还是被新军冰岛1
比1逼平的阿根廷、被C罗“帽子戏法”逼
平的西班牙 ，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 “冷
门”迭爆。

世界杯从来都是“大热必死”，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3支欧洲劲旅都曾在卫
冕之战中小组赛出局。好在这只是首轮
小组赛，“冷门” 也为热门球队提了醒，
要从首战中总结和反思各自战术。

对于那些“菜鸟”和“鱼腩”而言，机
会就在眼前———豪门不可怕 ， 就看谁
“胆大”。舍得一身剐，也将豪门拉下马。

诸葛不亮

啤酒虽好，不可贪杯

“冷水”里面会翻热气

王亮

首战输球后，卫冕冠军德国主帅
勒夫依然笃定 ： “我们还是会出线
的。”回顾在历届世界杯的表现，日耳
曼人的确从没掉链子导致小组赛出
局。

再看几天前的一个新闻：德国队
抵达俄罗斯时，除了160双鞋、60个足
球、26套队服外，还带了18000公升啤
酒、700公斤香肠、300公斤土豆。单看
食物储备，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旅
行社组团来看球 。再看看这量 ，至少
够吃到4强赛吧？

为何德国人要携带大量啤酒和
食物？勒夫解释 ，世界杯期间禁止球

员性生活，但可以喝酒。因此经过球
员们的商量，最终决定携带啤酒和食
物。这透露出两个信息，一、德国队很
放松，一些事务教练、队员可以商量
着来；二、德国很自信，不就卫冕之战
吗？吃着喝着咱就能把事干成。

人算不如天算，自信的德国人把
啤酒、香肠、土豆准备好了，首秀却输
了。只是不知道德国输球后，球员们
有没有吃着火腿、土豆，喝着啤酒解
闷？更好奇的是，万一德国小组赛出
局，这些啤酒、香肠和土豆他们还要
带回去吗？

德国的实力毋庸置疑，美味的德
国啤酒也名满天下， 可是踢世界杯，
还是不能贪杯。

我圆了梦，
可惜德国输了球
朱亮桢

在世界杯赛场上观看德国队比
赛， 我圆了自己的梦。 遗憾的是，
原本美妙的第一次却未能十全十美，
因为德国队意外输球。

2002年日韩世界杯时， 我开始看
球， 当时最喜欢德国门将“狮王”
卡恩。 由于没能在足球专业走下去，
觉得体育记者是离足球最近的工作，
毕业后就投身媒体， 做了一名体育
记者， 而且一做就做到了俄罗斯世
界杯。

作为德国队的资深球迷， 我的
第一场现场报道自然选择了6月18日
德国对阵墨西哥的比赛。 我还特意
穿戴了拜仁慕尼黑的T恤和围巾， 没
想到我的座位在一群墨西哥球迷中
间， 因此每次举着围巾要给德国队
加油， 我的声音很快就被墨西哥球
迷的呼喊声压了下去。

最遗憾的是， 德国队表现不佳。
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德国主帅勒夫的
准备和临场调度存在问题。 接下来
的两场比赛太关键， 希望德国队能
踢好。

（朱亮桢，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记者）

周倜

32强主帅薪金，排名前16的主帅
年薪都在100万欧元以上， 德国主帅
勒夫以年薪385万欧元排名榜首 ，排
名最末的塞内加尔主帅西塞年薪仅为
20万欧元 。 收入最靠后的10名主教
练 ，年薪总计382万欧元 。勒夫 ，你看
到那么多羡慕的眼神了吗？

但是德国首战却爆冷负于墨西
哥，高薪=高压力，勒夫挺住！

你以为勒夫这385万欧元就登顶
了吗？中国男足实力不行，但花钱从来
不吝啬。据了解，中国男足主帅里皮年
薪高达2300万欧元！

虽然惹人羡慕， 但天下哪有好挣
的钱？职业足球教练向来是高危行业，
踢得好全民拥戴，踢得不好天天被喷，
说下课就下课。 国家队教练就更不用
说了，这是个象征荣誉的身份，身后是
国民期待， 眼前是每次集结时间不长
的各种“段位”的球员，作为主帅还不
得不时刻琢磨着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提
升队伍水平， 带队出去征战时如何耀
国威？ 对于国家队主帅而言， 就算是
“拿着卖白菜的钱”，也得“操着卖黄金
的心”啊。

再说里皮，钱是拿得多，但他执教
的可是中国男足———这么难带的队
伍，动辄被球迷的口水淹死，不多拿点
薪水压压惊，如何走出梦魇？

段子说

又踩一脚

杨又华

卫冕冠军出师不利， 破了几十年
首战不败金身；五星巴西玩火自焚，痛
失一球在手场面占优的大好河山。双
雄折戟，球迷们眼镜跌碎满地，竞彩界
玩家哀鸿遍野。

说好的志在必得、稳操胜券呢？说
好的王者之师、冠军之相呢？铁杆拥趸
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吃瓜群众隔岸观
火，群嘲取乐。

看起来今年大户们都有些流年不
利。西班牙憾平，阿根廷闷平，法国队
侥幸取胜，没有一家日子过得舒坦。岂
止是不舒坦， 且隐隐然有了风雨如晦
的窘迫。

德国战车会摔下悬崖吗？ 梅球王
一轮游后黯然离去？ 桑巴军团旧耻未
雪又添新恨？小组赛第一轮过后，如此
种种看似无厘头的问号， 忽闪忽闪地
从赛事转播的屏幕里飞奔而来。

不过，对这个有几分诡异的开局，
在下想说的倒是：且莫当真。

从历史经验来看， 冠军球队大多
有“慢热”的传统，过早出状态反而令
人担心， 大牌教练也一般都把小组赛
首轮当热身。 以我这个半真半伪资深
而不专业的球迷看来，接下来的两轮，
几大豪门都会本色呈露，巧取豪夺，大
杀四方。

就小组赛大胆做个预测吧： 西班
牙、葡萄牙只要延续首战表现，砍瓜切
菜，各自稳拿6分当不在话下；德国战
车链条再紧一紧，碾压两阵亦无疑问；
巴西球员稍稍“严肃”一点，两场大胜
前景可期；阿根廷一胜一平应是保底；
法国小组头名几可“内定”。

世界杯说到底就是豪门的盛宴 ，
也只有豪门们拼杀到最后， 球迷们才
能吃出盛宴的味道。再说了，没有波诡
云谲、跌宕起伏的情节，世界杯还能叫
世纪大剧吗？

你以为天下混战、 草莽英雄的机
会来了？ 马三立老先生说， 逗你玩儿
呢。只不过，本届世界杯开局的包袱抖
得有点大而已。

逗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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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白给的钱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在连续的冷门后， 终于有强队亮出
“獠牙”。 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1时结束
的G组小组赛中，“红魔” 比利时实力尽
显，以3比0轻松击败巴拿马，为诸多豪门
扳回颜面。

前两日的比赛中， 东道主俄罗斯上
演5球大胜，备受关注的“西葡大战”共有
6球入账， 本届世界杯可谓火热开场。谁
料此后众球队开始“客气”起来，进球数

迅速下降，冷门也迭爆，阿根廷、巴西分别
被冰岛、瑞士逼平，德国则输给墨西哥。只
有法国以2比1击败澳大利亚， 但高卢雄
鸡在最后10分钟才锁定胜局， 场面并不
好看。

直到才华横溢的“红魔”比利时闪亮
登场，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终于降临。

看局面，比利时完全掌控全场，控球
时间超过70%；看进球，默滕斯的神奇捅
射如“天外来客”， 卢卡库的头顶脚踢似
“武林高手”；看结果，一场3球大胜，为比

利时拿下开门红， 也让他们掌握了争夺
小组头名出线的主动权。

值得注意的是， 两名中超外援同时
出任比利时的先发， 天津权健的维特塞
尔和大连一方的卡拉斯科让中国球迷十
分享受本场胜利。

巴拿马在自己的第一场世界杯，就
交了“昂贵的学费”。首战大比分失利固
然痛心，但巴拿马也可就此卸下包袱，在
接下来的比赛完全释放，开始享受比赛、
展现自己。

另一场比赛中，一直声称要冲出小组的
韩国遭遇当头一棒， 瑞典通过VAR判罚的
点球以1比0力克太极虎。自此亚洲球队3次
亮相，战绩为1胜2负。由于接下来要面对强
大的墨西哥和德国，韩国晋级16强的希望已
十分渺茫。

图为巴西队球员内马尔在比赛中受伤
倒地。6月17日，E组小组赛中， 巴西队1比1
被瑞士队逼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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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18日， 在G组小组赛中，
比利时队以3比0大胜巴拿马队。
比利时队球员卢卡库在比赛中梅
开二度。 新华社发

平心论

次战埃及，东道主的考验刚刚开始
� � � � 在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揭幕战之
后，东道主俄罗斯队将于19日在圣彼得堡
体育场迎战埃及， 对于志在小组出线的俄
罗斯，与埃及的比赛才是他们真正的考验。

首战沙特，俄罗斯取得“开门红”并不
让人意外。但是，战胜沙特只是“分内”之
事， 不出意外埃及和乌拉圭也将兵不血刃
地拿下沙特，因此“绿色战隼”只是“北极

熊”的“开胃菜”，俄罗斯、埃及、乌拉圭三队
之间的交锋才是左右小组出线形势的关
键。

为何说迎战埃及才是真正的考验？除
了埃及队自身实力比沙特高出一档之外，
最大的原因就是萨拉赫这位英超最佳球员
极有可能回归首发。

在埃及与乌拉圭的比赛中，肩伤尚未痊

愈的“法老”在板凳上枯坐了90分钟，并目睹了
球队在最后时刻被对手绝杀。不管是否百分之
百伤愈，萨拉赫势必将在本场比赛复出，因为
埃及队已经等不起了。上个赛季，萨拉赫在英
超和欧冠赛场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单兵作
战的能力，沙特队和埃及队的实力本身就是两
回事， 而有没有萨拉赫的埃及队也是两回事。

（新华社圣彼得堡6月18日电）

朋友圈

兵临城下

朱亮桢在德国与墨西哥比赛现场。

赛报

巴西 1比1 瑞士
瑞典 1比0 韩国
比利时 3比0 巴拿马

赛程

6月19日

20时 哥伦比亚VS日本
23时 波兰VS塞内加尔

6月20日

2时 俄罗斯VS埃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