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心论

新华社喀山6月19日电 （记者
吴书光 刘宁 严蕾 ） 首战全取3分
后， 伊朗队暂居B组头名。 尽管接
下来要迎来两场豪强阻击战， 取得
世界杯史上第二胜的伊朗队士气高
涨、 信心满满， 他们期待在20日比
赛中起码逼平西班牙， 以守住小组
头名并顺利晋级16强。

小组首轮中， 最后时刻依靠摩
洛哥的乌龙大礼， 五度征战世界杯
的伊朗队,取得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第
二场胜利。 这场胜利也终结了亚洲
球队世界杯赛连续16场未尝胜绩的
尴尬纪录。

由于与西班牙、 葡萄牙同组，
伊朗若首战平局则很难小组出线，

这场胜利让伊朗看到了首次世界杯
小组出线的希望。

不过， 伊朗接下来要连续挑战
伊比利亚半岛双雄， 所有人都为伊
朗捏一把汗。 一方面， 伊朗希望守
住榜首， 另一方面， 西班牙则希望
取而代之， 但就如伊朗主帅奎罗斯
所言“头名可不是随便得来的”， 可
以预料必有硬仗。

据了解， 伊朗主力后卫切什米
首战贡献颇多， 但随后训练中伤退，
这或是伊朗防守端最大的心病。 主
帅奎罗斯能否构建严密防守是一看
点， 好在埃扎托拉希将解禁回归，
而且蒙塔泽里和侯赛尼有望填补切
什米的防守空位， 缓解防守压力。

西班牙队方面， 虽然首战葡萄
牙堪称史诗级比赛， 但只有一分入
账。 次轮， 主帅耶罗会否作出调整，
比如皇马后卫卡瓦哈尔能否首发；
如何加强防守， 帮助门将德赫亚不
再丢球， 至少不能丢三球。

此外， 后卫纳乔首场收获了国
家队首球， 场上位置会否提前。 作
为后卫， 纳乔有望超过主帅耶罗成
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西班牙后卫，
耶罗曾在2002年世界杯上打进两
球。

虽然这是两队历史上首次交锋，
不过西班牙对阵亚洲球队时优势明
显， 但伊朗是B组唯一拿满3分的球
队， 西班牙也需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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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逗”

周倜

世界杯期
间， 本已足够
热闹的大排档
纷 纷 架 起 投
影， 一张张圆
桌围满了人 ，
看球时的觥筹交错、喜怒转换，将夏
夜点亮。

因为世界杯的到来， 朋友间仿
佛多了些联系。一句“晚上约球吗？”
是朋友发起聚会的万能开头， 一句
“走一个呗！”成为心领神会的约定。

结束一天的工作， 三五好友为
世界杯聚在一起。 通常有这样几种
情况———清一色的球迷围坐， 盯着
各自钟情的球队， 对场上的风云变
幻“指指点点”，恨不得自己披挂上
阵；真伪球迷掺在一块，有人看球 ，
有人看脸，有人看朋友圈，懂球的人
是“逗哏”，不懂球的甘愿当“捧哏”；
若整桌全是伪球迷， 你会发现他们
只有在进球时刻才会暂停剥虾撸
串，看一眼屏幕上的进球回放。

围坐在一起， 的确不是所有人
都热衷于看球，“一起看球吃吃虾 ，
好久不见想大家” 或许才是相约背
后的原因。 平日的忙碌与琐碎疏远
了彼此的距离， 世界杯的到来让大
家有了共同的关注点，“何不约出来
看球”的想法让人蠢蠢欲动。

“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是一顿烧
烤和小龙虾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
就两顿。”围坐在大屏幕前 ，你爱葡
萄牙，我粉阿根廷，C罗和梅西的粉
丝或许会同桌互怼； 你看德国男模
天团，我喜欢冰岛大胡帅哥，即便有
妹子不够懂球， 但满屏高颜值也足
够令人振奋；你笑那边进了乌龙，我
愁这边踢飞点球，“幸灾乐祸” 总与
“恨铁不成钢”交织……每个人都能
在球赛面前找到兴奋点。

每天2至3场球， 每场至少90分
钟，大家不会只盯着屏幕。通常你所
找到的看球之人，都是你想见之人。
聊球之余，也聊各自心事，也道你我
过往；看球之外，更想看看彼此过得
怎么样。这情怀，你get到了吗？

胡劲波

作为世界足坛三大错觉之一， 英格兰似
乎成了伪强队的代名词 。 纵观近几届世界
杯， 名气高过实力， 颜值胜过球技， 这是众
多足球看客对他们的定义。

本次世界杯的 “三狮军团”， 没有以往
镁光灯下的 “万人迷”， 也没有牵动无数少
女心的 “风之子”， 更没有号称双涡轮增压
的 “双德”， 主教练索思盖特带领一班从青
年队就着手调教的 “幼狮” 低调出征。 正当
人们以为这支连美丽都谈不上的英格兰又要
成为一只Q萌的 “松狮” 时， 他们的首场亮
相却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告别了曾经大开大合的长传冲吊， 送走
了过去灵光一现的球星救主， 迎来的是一支
依靠扎实技术 ， 仰仗地面球传控配合的新
“三狮军团”。 面对技战术风格严谨、 踏实的
突尼斯， 他们通过中后场清晰的防守站位、
丢球后的积极反抢， 以及中前场娴熟的小范
围配合， 灵活的穿插换位， 将球场主动权甚
至赛场的各项数据牢牢掌控在手中， 年轻的
小狮子们将过往外表的美丽蜕变成了球场的
华丽。 这场蜕变不仅让他们掌握住了比赛，
最终也掌握住了胜利。

当然， “小辛巴” 的成熟需要时间和磨
练， 浪费数次绝佳门前得分机会， 后防线一
次不必要犯规导致的点球， 被追平后略显急
躁的心态都是他们亟需成长的佐证。 但经此
一役， 他们可向世界宣告， 这次， 他们是幼
狮， 但绝不再是松狮。

约
球
吗？

约
呗！

赛报

突尼斯 1比2� �英格兰
日 本 2比1� �哥伦比亚
波 兰 1比2� �塞内加尔

赛程

6月20日

20时 葡萄牙VS摩洛哥
23时 乌拉圭VS沙特阿拉伯

6月21日

2时 伊朗VS西班牙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连续第二次在世界杯小组赛中遭遇
哥伦比亚， 尽管实力有差距， 但日本不
卑不亢、 破釜沉舟， 最终掌握了自己的
命运， 赢得比赛。

19日进行的H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
中， 日本以2比1击败哥伦比亚， 首秀取
胜。 本场比赛也是亚洲区球队在小组赛
首轮的5场比赛中， 表现最出色的一场。

就实力而言， 日本毫无疑问逊于哥
伦比亚。 日本此前与哥伦比亚3次交锋，
1平2负无一胜绩。 最近1次是在2014年
巴西世界杯， 日本以1比4输了个彻底。
尽管实力有差距， 外界也无人看好自己，
但日本置之死地而后生， 生生拼出一场
胜利。

比赛刚进行到第3分钟， 日本打出一
次反击， 哥伦比亚门将奥斯皮纳封出了
日本的第一次射门。 但香川真司随即补
射， 卡洛斯·桑切斯下意识伸出手臂挡住
皮球， 主裁判斯科米纳直接出示红牌将

桑切斯罚下， 并判罚点球， 香川真司把
握机会一蹴而就。

这张红牌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
也是本场比赛的转折点。 日本就此扼住
命运的咽喉， 把握住了来之不易的良机。

接下来的比赛， 两队互有攻防。 尽
管少一人， 强大的哥伦比亚依然气势汹
汹， 并在第39分钟由金特罗通过任意球
扳平比分。 第73分钟， 日本球员本田圭
佑左侧开出角球， 大迫勇也在对方4名防
守队员中高高跳起， 头球破门， 将比分
锁定在2比1。

首轮亚洲区球队的5场比赛中， 沙特
遭遇惨败， 伊朗艰难取胜， 澳大利亚惜
败法国， 韩国1球落败， 只有日本的赢球
让人赞叹、 令人信服。 此外， 日本对哥
伦比亚的胜利， 也是亚洲球队第一次在
世界杯上战胜南美球队。 此前亚洲球队
对阵南美球队3平14负。

这一次， 日本让亚洲足球扬眉吐气。

四年后 雪耻“日”
亚洲足球
淬炼之旅

苏原平

凭借出色的传
控能力 、 高昂的斗
志 ， 最后出场的日
本以2比1击败南美
劲旅哥伦比亚 ， 创
造亚洲足球的历史。

日本展现的技术能力 ， 结合了南美的
细腻和东亚的快灵 ， 并且利用人数优势 ，
逐渐打起了西班牙式的控球战术 ， 最终击
败实力不俗的哥伦比亚。

至此， 5支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悉
数亮相 。 日本爆冷取胜 ， 伊朗绝杀获胜 ，
澳大利亚和韩国小负 ， 沙特惨败 ， 首轮小
组赛亚洲区球队2胜3负 ， 表现已经超过上
届世界杯。

可以说 ， 首轮小组赛是亚洲足球的淬
炼之旅。 率先登场的沙特对阵东道主俄
罗斯， 承受着巨大压力， 再加上实力上
的差距， 一直被俄罗斯牢牢压制， 难以
有所作为， 但0比5的比分绝不是双方真
实实力的表现。

面对非洲豪门摩洛哥， 波斯铁骑与
对手斗得难解难分， 场面上并没有明显
落入下风 ， 最后关头依靠对手的乌龙球绝
杀取胜。 伊朗体现出来的顽强和战术素养，
也让世界足坛对亚洲足球有了重新认识。

外界普遍认为一边倒的比赛 ， 夺冠热
门法国居然被澳大利亚逼得狼狈不堪 ， 双
方甚至一度势均力敌 。 法国最后仅仅依靠
视频助理裁判 （VAR） 得到的点球以及博
格巴的运气球而险胜。

面对在世预赛上淘汰荷兰 、 意大利的
“巨人杀手” 瑞典， 太极虎并不怯阵。 身体
方面明显的差距 ， 让韩国人吃亏不少 ， 但
他们顽强的战术素养并未让对手占到多少
便宜。 北欧海盗最终依靠VAR的 “眷顾 ”，
“点杀” 取胜。

总体来看 ， 亚洲区球队的实力进一步
提升 。 尤其是日本的开门红很具含金量 ，
充分显示了他们讲究技术和大局观带来的
优势 。 他们扬长避短 ， 坚决打整体和细腻
控球 ， 独树一帜 ， 将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中
国足球学习的楷模。

是幼狮，
不是松狮

伊朗士气高涨 盼守住小组头名

� � � � 6月18日进行的G组首轮比赛中，英格
兰队以2比1战胜突尼斯队。 英格兰队9号
球员凯恩梅开二度。 新华社发

� � � � 6月19日，H组小
组赛中，日本队以2比1
战胜哥伦比亚队。图为
哥伦比亚队球员戴·桑
切斯（右）与日本队球
员大迫勇也在比赛中
争抢。 新华社发

兵临城下

诸葛不亮

王亮

世 界 杯 正
火热进行，全世
界都是加油的
呼喊声，18日却
突然传来令人
意外的枪声，世
界杯一时化为世界“悲”。

瑞典1比0战胜韩国之后， 瑞典
球迷在马尔默市中心欢呼雀跃，一
名突然跑出的暴徒对着庆祝的人群
开了十几枪，1名18岁的男孩不幸罹
难，还有5人受伤被送往医院。

暴行的缘由目前尚无定论 ，但
原本是欢庆胜利、享受幸福的时刻，
一瞬间却有人离开人世， 让数个家
庭陷入无尽悲痛， 残酷的暴行与快
乐的足球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 足球令人
愉悦，也让人迷失。小到足球流氓，
他们的打架斗殴让失利更丑陋，让
胜利蒙了羞。 足球甚至引发战争 。
1969年6月第九届世界杯预选赛，萨
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比赛太过激
烈， 先是两国球迷在球场上大打出
手，最终导致两个国家爆发战争，超
过2000人丧生。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 足球是可
以治愈一切的良药。

1967年贝利随桑托斯队访问尼
日利亚首都拉各斯， 当时尼日利亚
正爆发“比夫拉内战”。为能观赏球
王的表演， 内战双方临时达成48小
时的停战协定。这场历时3年的战争
累计夺走120万人的生命 ，“贝利停
火”协议是这次内战唯一的安慰。

阿富汗的小男孩穆尔塔扎无比
热爱梅西，但由于贫穷，他只能穿着
塑料袋做的足球衫表达对偶像的崇
拜。 穆尔塔扎对足球的热爱感动了
世界， 梅西送给他一件自己签名的
阿根廷球衣， 还牵着他的手一起踏
上球场。

在全世界范围，足球令人痴狂，
但也传播着无尽的和平与爱。 从这
个角度而言，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
动，当之无愧。

愿足球的快乐传递到天堂。

愿
天
堂
也
能
享
受
足
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