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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逗”

诸葛不亮

迷失的“法老”
苏原平

在圣彼得堡的滂沱大雨中， 东道主俄
罗斯以3比1干脆利落地从埃及身上带走了
胜利。威猛强悍的“北极熊”防线，让形单影
只的“法老”萨拉赫在缠斗中迷失了方向 ，
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过去的这个赛季， 萨拉赫是欧洲足坛
蹿升速度最快的巨星， 几乎横扫英超各大
奖项。在埃及首轮小负乌拉圭后，几乎所有
埃及球迷都指望萨拉赫神兵天降， 力挽狂
澜，带领球队上演奇迹 。但是 ，俄罗斯人钢
铁般的防线，让这辆英超 “跑车 ”如同被缚
上铁镣，无法正常启动 。受困于肩伤的 “法
老”，几乎得不到任何施展空间 ，没能展露
自己的獠牙，只能吞下失利的苦果。

同样迷失的， 还有巴西世界杯的金靴
奖得主J罗。 尽管J罗第59分钟替补上场，但
在日本强大的传控技术下迟迟拿不到球 ，
情急之下甚至不惜犯规， 仍难以挽救10人
应战的哥伦比亚1比2失败的命运。

足球是一项团队的运动。 作为一支没
有“法老”、巨星的平民球队，俄罗斯用整体
的配合、 高效简洁的进攻摧垮了埃及人的
心理防线；日本扬长避短，以细腻控球和场
上11人的整体配合，拖垮了哥伦比亚。

足球毕竟是一门团队艺术， 依靠的是
集体智慧。 仅仅将球队的命运寄托在 “法
老”、J罗身上，“迷失”是迟早的事。

朋友圈里的
世界杯微商

周倜

只要你有朋友圈， 就能及时掌握世界
杯的任何动态。而微商，将自己对球赛的理
解，转换成一个个营销文案。

足彩热的兴起，让多少球迷为世界杯的
出乎意料而心碎，也为自己的足球智慧含恨
“买单”。微商就厉害了，看着心痛的你，他们
不忍公然叫卖，就换种方式“安慰”你。

日耳曼战车被墨西哥掀翻让多少人
“凉凉”，微商就“话风齐变”。德系车4S店发
声：“德国队今天水了，但是德国车不水啊，
今天订车本店将有冰点价格弥补德国球迷
冰冷的心。”全球代购买手不忘蹭热度：“你
买阿根廷，梅西让你失望了；你买德国 ，勒
夫让你失望了；但你来找我代购，我不会让
你失望。” 房地产商上图配文 ，“足球反着
买，别墅靠着海”……这波文案及时高效 、
一语中的，令人佩服。

代购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捉到最准
确的风向。 韩国门将赵贤祐你可还记得？带
妆上场的他堪称世界杯最精致的美男子，关
键是扑了90多分钟居然没有花妆。段子君的
“美妆朋友圈”已有人“深扒”这款粉底液品牌
了，估计前方将有大波代购跃跃欲试。

你以为微商只在关键节点才出来 ？错
了，你买与不买，微商都在那里 。美食微商
会关心你看球有没有小龙虾和撸串，“风里
雨里，外卖送给你 ”；保健品微商会在乎你
熬夜会不会伤肝，提醒你“熬夜虽爽 ，可不
要停药”；服装界微商会推出球星同款，“爱
他，就和他穿得一样 ”；洗剪吹们忍不住来
亮招，“内马尔同款发色了解一下”；就连培
训机构都来凑热闹 ，“想成为下一个球星
吗？联系我们吧。”

穿衣
是件正经事
周倜

世界杯堪称男人们的“维秘秀”。“球
衣穿得好，球场玩得俏 。”球员们的球衣
总令人津津乐道。

你看， 为亚洲长了脸的日本居然被
国民吐槽蓝色球衣毫无设计感，真是“辛
辛苦苦争了光，一件球衣躺了枪 ”。其实
“一身虚线”的蓝衫没有什么不对 ，只能
说日本这个“人人有衣品，个个讲时尚 ”
的潮流天堂名不虚传。

巴西依旧“小黄人 ”出场 ，日耳曼战
车还是 “白到发光 ”，葡萄牙 “红中一点
绿”，仍是你记忆里那颗西红柿 ，比利时
延续“红”魔传奇很疯狂。这些经典球衣
是“行走的国旗”，更是文化图腾。相较首
场的黑色球衣， 你是不是更想看阿根廷
穿回“蓝白条纹”续写辉煌？即便是意大
利这次没来， 你是不是依旧怀念性感忧
郁的“蓝衣”军团？来句走心的，“球衣穿
你身，情怀在我心”，每个球迷的青春，都
有一件球衣陪伴。

当然，4年一届的世界杯， 总有一些
“心机boy”想方设法吸引你的注意。男人
时尚起来，比女人更疯狂。

还记得当年墨西哥的守门员坎波斯
吗？“大杂烩” 式的荧光色系球衣配上古
铜肌和白手套，化身为门前“左扑右飞 ”
的“花蝴蝶”；无缘本届世界杯的喀麦隆
尝试过辣眼睛的无袖和连体球衣， 这些
行头最后惨遭封杀， 但这波脑洞也正张
扬了非洲人的个性； 再看看本届世界杯
最潮的尼日利亚， 黑绿花纹相间的球衣
“时尚到无解”，但一发布就成为爆款。

世界杯是一个大秀场。 家国民族的
荣誉情怀下，时尚与运动完美交融。这些
时尚的汇集、 个性的张扬不也正好与绿
茵场上的活力奔放相得益彰吗？

干了
C罗这碗“鸡汤”
王亮

C罗第二场小组赛又进球了。
前巴西主帅斯科拉里曾说， 与梅西

天赋异禀不同，C罗的成功是靠后天的努
力。在C罗首轮上演帽子戏法后 ，各种C
罗如何努力、如何自律的 “鸡汤 ”就满天
飞， 其中一条老梗又被翻出：C罗每天雷
打不动3000个仰卧起坐。想想C罗搓衣板
般的腹肌，这个老梗很容易令人陶醉。

然而事实是打脸的，C罗训练的确刻
苦，但真没有每天都做3000个仰卧起坐。
他自己说过，“我从不会超负荷练习。”

除了C罗成功学口味“鸡汤”，本届世
界杯还有一个励志口味 “鸡汤 ”：逼平阿
根廷的冰岛有不少是业余球员， 守门员
是个导演，一个后卫是工人，教练的本职
工作是牙医。

这个新闻表面是个“鸡汤”，很励志，
其实用心很险恶， 让阿根廷及其他球队
很难堪。踢得好，人家可是业余球队 ，没
啥了不起；踢得不好，居然连业余球队都
踢不赢，真没用。

当然，事实证明这个 “鸡汤 ”也是假
的。 冰岛是足球人才培养体系最完善的
国家之一， 国家队球员都曾经或正在职
业联赛效力， 其中不乏欧洲五大联赛球
队的主力队员。

人们为何愿意喝下充满添加剂的
“鸡汤”，大概是因为现代人迷恋成功，又
精神脆弱需要慰藉。体育范畴，球星或者
球队的成功又融“鸡汤、鸡血”于一体，味
道尤其鲜，疗效格外好。

那么多体育 “鸡汤 ”，最有名的或许
是科比的“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
这句话既委婉又诗意 ，“鸡汤 ” 指数5颗
星，据说还没有添加剂。

熬夜看球写稿辛苦？先干了C罗这碗
“鸡汤”！

段子说

赛报

俄罗斯 3比1� �埃 及
葡萄牙 1比0� �摩洛哥
乌拉圭 1比0� �沙 特

赛程

6月21日

20时 丹 麦VS澳大利亚
23时 法 国VS秘 鲁

6月22日

2时 阿根廷VS克罗地亚

6月20日，葡萄牙
队球员克·罗纳尔多
（前）在比赛中争顶。

新华社发

� � � � 随着塞内加尔2比1击败波兰，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全部结束。16场比赛，看点多多———

出“首”不凡

� � � �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王亮 ）
20日晚进行的第二轮小组赛中， C罗延
续开赛以来的出色状态， 他在开场后不
久的头球破门帮助葡萄牙以1比0击败摩
洛哥， 从而将进球数提升到4个。 两连败
的摩洛哥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
球队。

稍后进行的A组一场比赛中， 乌拉
圭1比0击败沙特阿拉伯。 由于俄罗斯在
第二轮以3比1战胜了埃及， 因此同为两
连胜的俄罗斯和乌拉圭携手提前一轮晋
级世界杯16强， 两轮皆负的埃及和沙特
继摩洛哥后提前出局， 无缘淘汰赛。

首轮比赛， C罗对阵西班牙上演帽
子戏法， 状态热得发烫。 本轮比赛面对

摩洛哥， 开场仅5分钟， C罗就凭借灵敏
的嗅觉， 头球破门。 至此， C罗在国家队
的进球达到85个， 超越84球的匈牙利球
员普斯卡什， 成为欧洲国家队进球最多
的球员。

不过， 除了C罗打进全场唯一的进
球， 葡萄牙整体表现并不
出色。 倒是摩洛哥优势更
明显， 全场有14脚射门，
是葡萄牙的两倍多。 尤其
在 下 半 场 ，

他们甚至拿到60%的控球率， 但无奈得
势不得分。

目前， 葡萄
牙积 4分暂居B
组第一， 积3分
的伊朗和积1分
的西班牙分列第
二、 三位。 无论
西班牙与伊朗第
二轮比赛结果如
何， 两战皆墨的
摩洛哥均无法小
组突围， 成为本
届世界杯开赛以
来首支确定出局
的球队。

俄罗斯乌拉圭提前一轮出线
摩洛哥沙特埃及出局，C罗进球数升至4个

球星很热
C罗直指“金靴”

33岁的C罗，在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
届世界杯上踢嗨了。

这位5次金球奖得主在与劲敌西班牙
的比赛中独中三元，几乎凭一己之力为球
队拿到一个宝贵的积分，而且进球个个漂
亮。 要知道，C罗之前参加的3届世界杯，
总共只打进3球，本届一场比赛就追平了。
33岁130天的C罗也成为世界杯舞台上年
龄最大的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若只看场
上的表现，谁能相信C罗已年过三旬？

北京时间20日晚，葡萄牙结束了第二
轮的比赛，C罗又打进1球。根据实力和赛
程分析，葡萄牙晋级16强几成定局，已入4
球的C罗似乎要将“金靴”提前收入怀中。

此外，英格兰的凯恩、西班牙的科斯
塔在首轮分别梅开二度，一个帮助球队拿
下首胜， 一个让球队顶住了神奇的C罗，
同样光芒四射。

热门很冷�
三大豪门表现不佳

本届世界杯，德国、法国、巴西、阿根

廷是公认的四大夺冠热门。结果小组赛首
轮战罢， 除了法国靠VAR的帮忙惊险取
胜，巴西、阿根廷分别被逼平，德国则输给
了墨西哥，热门变冷门。

率先登场的巴西先进1球， 却还是
“倒” 在防守上， 被瑞士扳平比分。 在冰
岛众队员的围追堵截下， 梅西连踢点球
时都没找准球门， 阿根廷也成为黑马的
背景。 德国的对手墨西哥实力强劲， 1球
小负可以理解， 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德国
目前的糟糕状态。
� � � �相比之下，不被看好的东道主俄罗斯
首轮战斗力十足，5球大胜沙特，是首轮表
现最佳的球队。

亚洲很亮�
首轮收获2场胜利

随着日本以2比1击败哥伦比亚，5支
亚洲球队结束首轮争夺，交出了2胜3负的
出色成绩单。回望上届世界杯，亚洲球队
连一场胜利都没有拿下。时隔4年，亚洲球
队让人眼前一亮。

日本队的胜利令人赞叹， 对方的红
牌、自己的点球是拼出来的，被追平后再
次反超， 也印证了日本的实力和顽强。伊
朗收获摩洛哥的乌龙球，但波斯军团全场

与对手分庭抗衡，配得上这场来之不易的
胜利。

看看其他大洲的球队，非洲球队仅有
塞内加尔1场胜利， 而拥有数支强队的南
美，也只有乌拉圭获得开门红。

科技很酷�
VAR让赛事更公平

首轮战罢， 高科技立刻成为关注的
“焦点”。VAR(视频助理裁判)在世界杯上
首次启用，并在首轮的多个场次起到决定
性作用。

法国和澳大利亚之战，格列兹曼打进
的点球由VAR裁决， 当时主裁判并未在
第一时间判罚， 而是让比赛继续进行。在
秘鲁和丹麦、韩国和瑞典的比赛中，裁判
也通过VAR两次判罚点球， 这两个点球
直接决定了胜负。

VAR的出现毫无疑问带给足球比赛
革命性的改变。尽管VAR“割裂”了比赛
的流畅性， 却最大程度保证了比赛的公
正。 在裁判根据视频回放做出裁决的过
程，球迷和球员也可以通过球场大屏幕看
到回放视频。

有了VAR， 谁也别想在世界杯上演
“上帝之手”了。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再下一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