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黑“逗”

暖暖的小事
周倜

世界杯看台上，摄像师
总能捕捉到令人时而捧腹、
时而感慨的镜头 。 每个球
迷，都有与生俱来的“戏精”
天分。

小黑今天想说点小事，
它们与球赛的激烈交相辉映，是一种力量，也
是一份不错的世界杯掠影。

日本击败哥伦比亚给亚洲长了脸， 赛后
的日本球迷在狂喜过后没有 “得意忘形”。他
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蓝色塑料袋在看台上捡
拾垃圾， 一旁的哥伦比亚球迷深受感染也自
觉加入。他们走后，身后的体育场，和刚来时
一样干净。

是因为喜悦，所以心血来潮吗？看看沙特
人吧。是否还记得揭幕战沙特输给俄罗斯时，
看台上戴着数枚大戒指的沙特球迷？ 这些象
征财富的双手， 也在祖国球队再次战败后悉
心清理遗留在看台上的垃圾。

有的小事“情到浓时自然有 ”，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纯真。塞内加尔赢了波兰后，两国
球迷在看台上互送礼物、 一片欢腾的视频在
网上疯转。视频里的鼓点听起来像《西游记》
片头曲前奏， 节奏背后透出的是不折不扣的
友善。有球迷留言“好温馨的场面，跟初恋的
感觉一样”，也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快乐足
球”。

几个小花絮，何必上纲上线到情怀素养？
世界杯的赛场上，球员的驰骋劲射让你疯狂，
看台上球迷的善举同样令人敬佩。 或许不是
每个球迷都能做出暖心之举， 也不是所有细
微举动都能被及时捕捉、记录，但绝不能否认
这些小事的价值， 因为这些小事恰恰成就了
竞技运动最美的样子。

里皮忧郁了
王亮

21日凌晨， 伊朗0比1
惜败西班牙。上半场，伊朗
使出 “大巴战术 ”，场面有
点难看； 但下半场伊朗突
然和西班牙你来我往对
攻，不但有数次威胁射门，
阿米里还穿裆过了皮克。 如果不是乌龙助攻
和被VAR吹掉1球，伊朗也要爆冷门。

在世界杯赛场上和顶尖高手较量，伊朗实
实在在又涨了球。再看看首轮5支亚洲球队的表
现， 除沙特0比5大败， 其他球队表现均值得点
赞，5场2胜的结果甚至强过了南美洲球队。

此时，谁的心情最复杂最慌？或许是国足
主帅里皮。

看着日韩伊澳在世界杯踢得风生水起，
世预赛没能出线的伤口又被撒了把盐； 想到
2019年亚洲杯， 或许会质疑自己怎么就接了
国足这个烫手山芋？

据说备战2019年亚洲杯， 中国足协和里
皮商定的目标是4强。看看目前亚洲球队在本
届世界杯上展现出的实力和气势， 再回想下
今年3月的中国杯，国足先是0比6惨败在威尔
士脚下，接着1比4不敌捷克，气得里皮公开批
评部分球员“没有国家荣誉感”，国足哪有可
以闯入2019年亚洲杯4强的能力和机会？

不是国足又躺枪了， 而是真的要不断提
醒众国脚好好看看日韩伊澳在世界杯上的表
现，别以为在中超拿着高薪，和马斯切拉诺们
做着队友， 就心安理得当起球星了。 一句老
话：不怕别人比你优秀，就怕比你优秀的人还
更努力。

而对于已经70岁的里皮， 压力山大的唯
一安慰或许就是2000多万欧元的年薪了。

诸葛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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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公平正义
李宁

从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起，我每隔4年都会
与世界杯来次“约会”，从不同的角度感受着它
的魅力。今年，感受最深的是它的与时俱进 ，对
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本届世界杯新启用的视频助理裁判（VAR）
令人眼前一亮， 让比赛变得更加公平。8年前南
非世界杯兰帕德的一粒进球被误判无效， 导致
英格兰惨遭淘汰出局。 但今年法国的博格巴在
遭遇类似情况时，借助VAR得到了公平的裁决。

社会就是一个大的竞技场，如何面对竞争，
解决争议， 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是大家都
要面对的问题。 世界杯裁判制度在这方面的努
力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例如公平的规则。透
明的决策，可追溯的竞技过程，主裁判责任制的
落实。更重要的是不断改进的辅助手段，从一个
裁判到有边裁，再到现在采用VAR，这种持续不
断的“自我革命”让所有人感受到世界杯对公平
正义的不懈追求。

回顾我国这些年的司法改革， 又何尝不是
在这样的“自我革命”中前进 ？6月20日 ，我省成
立了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 这是司法责任制
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 与员额制改革一起确保
“让审判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另外 ，在审判
中引入专家证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公开判
决书等改革增加了审判的透明度， 提高了判决
的准确度。

争议仍然会有，例如韩国后卫被判犯规，送
给瑞典一个点球。 有人认为后卫的脚是冲着球
去的，也没有改变过方向，按理可以不判点球 。

也有人认为后卫根本没有碰到球，这
给了点球的理由。就像法官在审

判时面临自由裁量权一样，
如何让这种自由度更加

规范，不至于同案不同
判，这是我们要不断努
力的方向。

童话变神话
尚有距离

陈惠芳

就我的认知程度， 丹麦有两个最著名的
人物。一个是安徒生，一个是舒梅切尔。一个
写童话，一个守球门。

曾经，舒梅切尔和他的战友们留下过“童
话变神话”的经典。1992年欧洲杯，丹麦力压
德国夺冠。但这都成了过去时。

眼下，小舒梅切尔接了父亲舒梅切尔的班，
也守起了门。“小字辈”又会写下怎样的篇章？

世界杯不是欧洲杯， 但世界杯也是诞生
童话与神话的地方。 与丹麦同为北欧球队的
冰岛，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不是逼得“巨无霸”
阿根廷走投无路吗？

种种期待，90分钟后水落石出。首战获胜
的丹麦与落败的澳大利亚， 次战各取一分。
“童话王国”持续了童话的走势，但离神话尚
有相当大的距离。与视频助理裁判“很亲”的
澳大利亚，两战均“点”。仅靠此“点”，恐怕要
回家检查“小学生作业本”。

抄抄写写，作文不是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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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21日电 摩洛哥
中场球员诺·阿姆拉巴特15日在与伊朗
的比赛中冲撞后倒地并一度休克。 事后
他因脑震荡失去了部分记忆， 无法回忆
起该场比赛的任何细节。 美联社21日援
引国际足联和国际职业球员联盟的观点
称，应规范足球赛场上的脑震荡处理。

文章称， 阿姆拉巴特在接受脑部扫
描和24小时的医学观察后， 队医认为他
至少应停训一周。 但在20日晚与葡萄牙
的比赛中，阿姆拉巴特仍打满全场。

“五个， 六个小时， 完全想不起来
了。”20日赛后， 阿姆拉巴特谈到脑震荡
时对外媒表示，失忆让他感到有些恐惧，
但他本人不愿错过比赛，自行回到队中。

国际职业球员联盟对美联社表示，
这是“又一次将球员置于危险境地的例
子”，推行球场脑震荡标准处理流程的呼
声被一次又一次忽视了。

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多名球员
曾在冲撞中发生脑震荡，引发舆论关注。
国际足联此后出台处理准则， 指导各队

队医按照标准流程处理球员脑
震荡。15日的冲撞发生后， 摩洛
哥队医冲神志不清的阿姆拉巴
特脸上喷水甚至扇耳光。国际足
联认为这不符合标准流程。

“我对现场的处理方式感到震惊。”
国际足联一名医疗官员对美联社表示，
国际足联已向摩洛哥队去信， 要求队医
解释其处理方式， 以及阿姆拉巴特在如
此短时间内就重返赛场的原因。

文章指出，越来越多人担心，频繁的
头球和冲撞可能对球员脑部造成损伤。
英国一些足球协会正在资助一个项目，
以研究足球运动员是否更易患上痴呆
症。文章同时认为，其他项目处理脑震荡
的措施或可被足球借鉴。 在美国职业橄
榄球大联盟， 脑震荡需由队医和联盟认
可的神经外科专家共同诊断；
确诊球员需严格按照包含五
个步骤的恢复流程，从少
量运动到有球训练
进行康复。

摩洛哥球员冲撞后失忆
业界呼吁规范足球脑震荡处理

作别天边的云彩
苏原平

谁能料到，俄罗斯世
界杯的 “生死离别 ”竟来
得这么早！小组赛第二轮
的争夺甫一展开，就招招
见血，出“生”入“死”。

C罗的一剑封喉 ，让
崇尚华丽踢法的摩洛哥成为第一支出局的球队；
“苏牙 ”的门前捡漏 ，让乌拉圭 、俄罗斯携手出
线，也直接断送了沙特、埃及的世界杯之旅。

从实力上说，摩洛哥与葡萄牙，伊朗与西班
牙，沙特与乌拉圭，是毫不对等的对话，但比赛过
程并不是人们所预料的一边倒式的“血洗”。

摩洛哥人骄傲地与葡萄牙打起了对攻。他们
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完全掌控了比赛，几乎把
欧洲冠军踢成了一支弱旅。 伊朗潮水般的冲杀，
让西班牙人一度风声鹤唳，陷入泥沼。如果不是
裁判通过VAR判定伊朗越位在先， 混战中的埃
扎托拉希就已将比分扳平。 越战越勇的沙特，在
乌拉圭门前频频制造险情，令其狼狈不堪。他们
利用短传渗透和边路突破， 创造了不少射门良
机。

平心而论，失利的摩洛哥、沙特、伊朗的发挥
都很出色，球队的整体实力并不弱，他们的战斗
精神也赢得对手的尊重， 可就是缺少一位在关
键时刻一锤定音的球星。 而C罗、 苏亚雷斯、迭
戈·科斯塔这3位西甲赛场上的超级射手，就是关
键时刻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人物。 而这或许是
平民球队与世界豪门之间的底蕴与差距。

摩洛哥、沙特、伊朗可以昂首准备最后的荣
誉之战，也肯定可以昂着头离开。因为，他们已向
世人展现了自己的勇气和血性，虽有憾，却无悔。

挥一挥衣袖，作别天边的云彩。我们可以尽
情期待他们下一次的卷土重来， 他们可能还会
是绿叶，但如此绿叶足可与鲜花斗艳。

平心论

6月20日， 西班
牙队球员伊涅斯塔
（右） 与伊朗队球员
普拉利甘吉拼抢。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北京时间6月22日凌晨1时结束的C组
第二轮较量中， 法国以1比0惊险击败秘
鲁。 尽管两轮比赛都赢得有些战战兢兢，
但并不妨碍法国成为继俄罗斯、 乌拉圭
之后第3支提前晋级16强的球队。 时隔36
年再次踏上世界杯之旅的秘鲁， 则提前
一轮黯然出局。 19岁零183天的姆巴佩打
入全场唯一进球， 他也成为法国队史在
世界杯上完成破门的最年轻球员。

首轮赛事， 法国是唯一赢球的夺冠
热门球队， 虽然2比1击败澳大利亚的比
分有些惊险， 过程也没那么好看， 但3
分是实实在在的， 次轮只要取胜就能提
前晋级。 而秘鲁0比1负于丹麦后， 第二
轮小组赛至少要拿下平局才能保住留下
的希望。

一个期待两连胜， 一个不能再输
球， 本场比赛两队争夺得格外激烈。 比
赛开始后法国和秘鲁互不相让， 秘鲁控

球时间更多， 法国则获得更多的射门机
会。 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 法国球员博
格巴中场抢断后直塞， 吉鲁禁区右脚射
门， 球打在秘鲁后卫身上发生变线， 姆
巴佩中路包抄右脚推射空门得手， 打进
了自己在世界杯中的处子球。

下半场， 秘鲁踢得比法国更好， 有
多脚充满威胁的攻门， 第50分钟阿基诺
一脚远射击中门柱。 不过秘鲁始终不能
将优势转化成进球， 最终以1球惜败。

首轮1球输给丹麦， 次轮又以同样
的比分不敌法国， 秘鲁就像B组提前出
局的摩洛哥， 技术不落下风， 发挥也十
分出色， 就是欠缺了点运气， 赢不了
球。

在早先进行的C组另一场比赛中，
丹麦和澳大利亚1比1握手言和。 因此，
两轮战罢1胜1平的丹麦位列第二， 澳大
利亚1平1负位列第三。 澳大利亚要想晋
级第三轮必须取胜， 同时丹麦输给法
国。

法国1球小胜秘鲁， 提前晋级16强

一球如金

� � � � 6月21日的C组小组赛中，法国1
比0击败秘鲁。 年仅19岁的法国队球
员姆巴佩（中）在比赛中和队友庆祝
进球。 新华社发

赛报

西班牙 1比0� �伊 朗
丹 麦 1比1� �澳大利亚
法 国 1比0� �秘 鲁

赛程

6月22日

20时 巴 西VS哥斯达黎加
23时 冰 岛VS尼日利亚

6月23日

2时 瑞 士VS塞尔维亚

� � � � 6月21日， 图为澳大利
亚和秘鲁的球迷分别在开赛
前造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