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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停补时最后十几秒， 克罗斯一脚
弧线球射门，攻破了瑞典门将的十指关，
从泥淖中拯救了德国。上轮对阵墨西哥，
克罗斯全场浪射， 本场比赛他用金子般
的一脚救赎了自己。

韩国的孙兴慜同样给出宝贵的一
脚。终场前0比2落后墨西哥，孙兴慜在补
时第3分钟轰出一记世界波，这一脚虽无

力改变落败结局， 但好似电影放映完毕
后的“彩蛋”，亮眼且惊喜。用这样的方式
为比赛画个句号， 谁能说这粒进球没有
意义呢？

对阵哥斯达黎加， 内马尔以一记推
射证明自己“并非浪得虚名”。对阵沙特
是苏亚雷斯代表乌拉圭的第100场比赛，
“管住嘴”的“苏牙”这一次“迈开腿”，一
粒进球是送给自己的礼物……

就这么一脚， 有时候足以改变球队
的命运。这些令人难忘的一脚，也蕴藏着
运动员绝不服输的韧劲。

幸运的是，他们打进
了。但只是幸运吗？不，这背
后是强大的技术支撑。 不然
你看看克罗斯改写结局的一
脚， 在众人神经都濒临崩溃的
时刻，他的距离判断如此精准，让
皮球穿过人墙直挂球门死角，这种
判断力和掌控力仅靠精神力量完成
吗？再有孙兴慜的世界波，那最后一脚
虽无力回天，却足以赢得对手的尊敬。

内马尔曾说过：“论说话，谁都会，鹦
鹉也会，但很少有人能说到做到。”足球
场上，就是“用脚说话”———就这么一脚，
汇集了运气、品质、才华、能力；就这么一
脚，可以回应任何的质疑。

苏原平

当克罗斯的绝杀球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时，
瑞典门将鞭长莫及，主帅勒夫和德国球员惊喜若
狂。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的索契， 德国战车以竞技场上最荡气回肠的方
式，铸铁成钢，起死回生。

首战爆冷告负，最大夺冠热门提前进入“淘汰
赛”。次战北欧海盗，德国战车再逢超强逆风，后防
中坚赛前伤停，主力后腰上半场重伤，瑞典一球领
先，终场前10分钟被罚下1人，补时第3分钟击中门
柱……换作别的球队，可能早就泪奔崩溃。

然而，苦难正是淬炼钢铁、去芜存菁的熔炉。
当顶着逆风的德国人甩开膀子肉搏，不惜展开巷
战和游击战，以坚韧的意志拖垮对手时，德意志
战车终于激活了足球界最强悍的引擎。

贡献了一传一射的罗伊斯， 无疑是德国绝处
逢生的最大功臣。而他就是这辆德国战车的缩影。
从2014年开始，罗伊斯经历了大脚踝骨折、韧带撕
裂、膝盖挫伤、腿筋拉伤等磨难，这位昔日的天才
成为人们口中的“玻璃人”。面对困境和苦难，他没
有放弃，一直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终于赶上了自
己的第一届世界杯，并一战成为德国英雄。

站在悬崖边读秒绝杀，最疯狂的作家也写不
出如此极致的跌宕剧情。就如勒夫所说，所有的
戏剧性都是足球运动的魅力，但幸运不会平白无
故地光顾无努力、不奋斗之人。

23日晚的索契，起死回生的德国人用自己的
铁血意志和团队精神， 向奥斯特洛夫斯基致敬，
再次诠释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演绎了这项伟
大运动的伟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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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不亮

不忘初心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小组赛进入第二轮，激烈的肉搏战轮
番上演。有人完成救赎，有人奉上“大餐”。
迎来胜利狂欢前，各尝不同滋味。

从命悬一线到成功续命， 北京时间6
月24日凌晨，德国凭借最后一分钟绝杀瑞
典，抢到了救命的3分。

虽然只是小组第二轮比赛，但对于此
前0比1负于墨西哥的卫冕冠军而言，此役
对阵瑞典就是一场“淘汰赛”，输掉比赛就
意味着提前出局。再次亮相的德国还是出
乱子，尤其是“中场发动机”克罗斯，他在
第32分钟中场传球失误，托伊沃宁禁区内
挑射破门，瑞典1比0领先。德国真的到了
悬崖边。

中场休息后，德国主帅勒夫换人起到
效果。第48分钟，罗伊斯为德国扳回一球。
第82分钟，博阿滕吃到红牌离场。带着人
数上的劣势， 德国战车依旧疯狂前行，终
于在最后一分钟等来了克罗斯的“自我救
赎”，他开出禁区右侧一记任意球，皮球划
出美丽的弧线飞入网窝。2比1， 德国在最
后时刻实现惊天大逆转。这场浩荡且艰难
的救赎，属于克罗斯，更属于日耳曼。

6比1！24日20时打响的世界杯G组第

二轮比赛，三狮军团以狂胜的姿态力挫新
军巴拿马，稳稳将出线权握在手中。

这场比赛成了英格兰的“进球盛宴”。开
场仅8分钟，斯通斯便完成破门，这是他在国
家队的首粒进球，也成为本场比赛英格兰进
球模式的“启动键”。随后，斯通斯、哈里·凯
恩先后梅开二度， 加之林加德的一记世界
波，上半场，英格兰就将巴拿马“虐”成5比0。

全面开花的三狮军团意犹未尽。下半
场哈里·凯恩在第62分钟上演帽子戏法。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他成为第3位在世界杯
上为英格兰“戴帽”的球员，并以5粒进
球暂列射手榜首位。已取得6分的英
格兰将携手比利时从G组出线，双
方将于北京时间6月29日凌晨
为小组头名展开争夺。

伴随英格兰的狂
喜， 首次进入世界杯的
巴拿马同样欣慰。 第78
分钟替补登场的37
岁 老 将 巴 洛
伊， 在前点
接过队友传
球 倒 地 铲 射
建功，这是巴拿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
粒进球。

盛宴

陈惠芳

一边是英格兰，一边是巴拿马。
一边是世界杯常客，一边是世界杯新军。
一边是大牌球星，一边是无名小卒。
一边是首轮告捷，一边是初战惨败。
英格兰与巴拿马对垒，谁会输？谁敢输？
巴拿马果然输了，而且是大输特输。输

了个1比6。
但巴拿马输得不是那么痛不欲生，输

得不是那么不堪回首。
为什么？巴拿马进了一个球，进了世界

杯历史上第一球。
为什么？巴拿马面对英格兰，上半场惨

败，下半场“逼平”。
巴拿马输了。 输在能力上， 输在经验

上，输在年龄上。人家本来就能力差，人家
本来就经验无，人家本来就年龄大。所以，
这种输，可以理解，可以体谅。

能力差、经验无、年龄大的巴拿马，可以
输，可以服输，可以被打花，可以被射成筛
子。但他们没有因输而退缩，没有因输而畏
惧。他们向前了，他们冲击了，他们收获了。

因为一个金子般的进球， 因为一个金
子般的下半场，巴拿马完全可以以苦为乐，
苦中作乐。

忘记上半场的痛苦，截取下半场的欢乐。
巴拿马这样的新军，值得悲悯，更值得尊重。

忘记上半场的痛苦
截取下半场的欢乐

平心论

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

救赎 与

不同战场的绝杀

就这么一脚

6月24日，英格兰球员奇科（右）与巴拿马球员库珀拼抢。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德国 2比1 瑞典
英格兰 6比1 巴拿马
日本 2比2 塞内加尔

赛报

6月25日22时
乌拉圭VS俄罗斯
沙特VS埃及

6月26日2时
伊朗VS葡萄牙
西班牙VS摩洛哥

赛程

6月24日，巴拿马球迷在比赛前造势。

6月23日，一名德国小球迷在比
赛前。

6月23日，
德国球员罗伊
斯（右）在破门
后庆祝。

王亮

巴拿马1比6输给英格兰，单看比分，
巴拿马球迷应该相拥痛哭才对。 但最后
10分钟， 巴拿马球迷在看台上挥舞着国
旗，大声歌唱，好像赢球的是他们。

作为新军， 巴拿马或许是本届世界
杯实力最差的一支。 两场比赛已说明问
题，第一场0比3不敌比利时，本场更以5
球之差输给英格兰。

尽管连续大比分输球，但巴拿马每场
比赛都拼尽全力，享受着世界杯。历史上
第一次晋级世界杯，每一场比赛、每一分

钟于他们而言都是美好的礼物。
因此在0比6落后时，巴拿马依然

不停奔跑、冲刺，最终收获球队在
世界杯上的第一粒进球。这粒球
是由巴拿马的元老、37岁的巴
洛伊打进，令人动容。巴洛伊
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进
球年龄最大的球员。

英格兰活力四射、 酣畅淋漓
的进攻值得鼓掌 ， 巴拿马不屈不
挠、坚持到底的精神让人感动。

巴拿马的球迷没有流泪， 他们笑
着离开了球场 。奔跑 、进球 、欢乐 ，这是
足球的初心，这是足球的魅力。

掌声献给不忘初心的巴拿马。

两度落后两度扳平
日本韧劲令人赞叹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周倜）
北京时间25日凌晨1时结束的一场H组第
二轮比赛中，日本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
度扳平比分，最终以2比2与塞内加尔握手
言和。

两支球队均在首轮小组赛中取得胜
利。所以本场比赛对双方而言，“平局能接
受，谁输谁难受”，失利一方的出线形势将
陷入被动。

比赛开始后 ， 塞内加尔率先占据主
动， 让日本在高压逼抢下很难从容拿到
球。久攻之下的日本出现失误，川岛永嗣
扑球脱手，被马内门前用膝盖将球挡进球
门，塞内加尔先下一城。但“蓝武士”很快
还以颜色，第34分钟乾贵士禁区内得球直
接推射破门，扳平比分。

下半场双方依旧“你追我赶”。第71分
钟，塞内加尔瓦格禁区后点包抄 ，射门得
手。7分钟后，替补上场的本田圭佑利用塞
内加尔门将的失误，再次将比分扳平。
这是本田圭佑在世界杯打进的
第4个进球，本田圭佑因此成为
在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亚洲球
员， 也是第一位在3届世界
杯都有进球的日本球员。

终场哨响 ，双方以2
比2握手言和， 两队同
积4分，占据小组出线
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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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

世界杯开赛至今已经有了 6场倒
计时绝杀 ， 其中5场发生在补时阶段 ，
惊心动魄之处让球迷久久回味 。 绝杀
球成为今年世界杯开赛以来的一大特
色，而德国对瑞典的这场 “读秒绝杀 ”，
更是将这种巅峰对决推向万众瞩目的
舞台中央。

绝杀意味着决胜。除了伊朗最后获
得的乌龙球有侥幸成分，乌拉圭对埃及

第89分钟的绝杀和瑞士对塞尔维亚第
90分钟的反败为胜，是实力相当球队之
间的“生死缠斗”。英格兰对突尼斯第90
分钟的决胜球，巴西对哥斯达黎加第90
分钟、97分钟的破局与致胜球， 德国对
瑞典第95分钟的反超球，则是传统豪门
誓死捍卫荣誉的艰苦回报。

在军事上 ，“绝杀 ”“决胜 ” 这两个
词也有着强烈的时间感 。 在天时地利
人和各方面要素的限制下 ， 在指定时
间内不能取胜就是失败 。如今 ，三湘大

地上的
各 项 改
革 攻 坚 也
是 一 场 场
的决胜好戏 ，
让我们向世界
上 所 有 优 秀 的
运 动 员 们 学 习 ，
学 习 他 们 攻 坚 克
难 、 奋 战 到 底 的 精
神，打赢我们的比赛！

谭云东

大光头 ， 黑色紧身T恤 ， 前臂文身花哨惹
眼———相比同行们的西装革履，阿根廷主帅桑保
利绝对是俄罗斯世界杯赛场的另类，俨然一名美
洲电影里的“黑帮”老大。然而，这位2015年率智
利夺得美洲杯冠军的“大佬”，依旧镇不住阿根廷
的一众天才。0比3不敌克罗地亚后，有媒体报道，
阿根廷球员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阿根廷的教练不好当。 赢了， 球星之功；输
了，主帅之过。

从1974年到2004年， 蓝白军团只经历了5位教
练———梅诺蒂、比拉尔多、巴西莱、帕萨雷拉和贝尔
萨。之后的14年，这个位置走马观花般地换了9任。
佩克尔曼时期，以里克尔梅为核心，阿根廷确实踢
出了美丽流畅的足球，攻防缺乏应变让他们未能更
进一步。巴蒂斯塔略显平庸，无法控制更衣室。马拉
多纳拥有教父般的威望，坐拥6大神锋，依旧一败涂
地。只有萨维利亚是成功的。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
懂得与不同类型球员相处，“润滑剂” 式的性格，成
了治理球队大牌球星明争暗斗的“疗伤药”。对于球
队攻防的用人与调配，温和而务实。阿根廷能拿到
上届世界杯亚军，攻防均衡是最重要因素。

要让热血的桑保利学萨维利亚， 肯定是学不来
的，他是“疯子”贝尔萨的忠实门徒，也曾将3313阵型奉
为圭臬，疯狂到固执。到了阿根廷，桑保利的理想主义
足球，尝到了现实的苦涩。

为什么西蒙尼、波切蒂
诺这样优秀的阿根廷教练
不愿意执掌国家队呢 ？也
许，他们内心更清楚 ，目前
这支球队，“佛性”主帅才可
能取得成功。这是阿根廷足
球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