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子说

波兰 0比3 哥伦比亚
乌拉圭 3比0 俄罗斯
沙特 2比1 埃及

周倜

本届世界杯科技元素闪耀， 占据“C
位”（中心地位）的VAR视频助理裁判，就
不用段子君再介绍了吧。 它可以送你一
粒点球，也能让到手的点球飞了。火眼金
睛之下，场上分歧“假的真不了，是你的
跑不了”。

段子君的朋友圈最近惊现 “搞大
事 ”的微商朋友 ，清仓甩货之余卖起了
世界杯专用足球 “电视之星18”。可笑 ！
这个内置NFC芯片的智能足球岂是尔
等区区微商随意拥有的 ？正牌 “18兄 ”
通过NFC连接后可以与手机互动 ，查看
足球运动轨迹 。在段子君看来 ，微商手
里囤的那几个球，也就“只是个球”。

梅西穿了双聪明的鞋， 鞋上能收集
“梅球王”的运动时间、轨迹等数据，供教
练团队参考；裁判戴了块其貌不扬的表，
全方位显示场上数据信息， 更能联动门
线技术一秒传递进球结果； 安保大叔有
个强硬后台， 大数据入场系统能 “优雅
地”把有前科的“看台霸王”拒之门外；浩
荡的助威团多了个收藏品，“防伪球票”
里包含着只属于持有人的个人信息……
以上这些聪明的玩意儿， 段子君和你一
样，只看不买得不到。

那就不花一分钱看看热闹吧。 高盛
集团设计的AI说巴西会夺冠，德国多特
蒙德大学设计的独立AI产品说西班牙
才是冠军；维克多·扎科帕洛制作的人工
神经网络预测德国将成功卫冕……大算
法与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后， 这次预测帝
评选估计真的没小动物们什么事儿了，
毕竟人工预测手个个是 “带了脑子”来
的。 不过这些人工智能怎么就没有一个
力挺自家球队呢？你们这样“往外拐”，国
家队知道吗？

平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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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原平

世界杯已经进入残酷的小组末轮肉搏
战。前两轮，亚洲球队表现不错。日本尤其让
人眼前一亮，不仅打破了亚洲球队逢南美不
胜的尴尬纪录，还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逼平
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手握4分的日本，末轮只
需打平已经出局的波兰就能时隔8年再次挺
进淘汰赛。

冷门迭爆的俄罗斯世界杯，日本为何能
够连续两场小组赛保持不败？

其实不难发现，在体能、身体素质和速
度等均无法与塞内加尔抗衡的情况下，日本
正是凭借出色的整体传控扳平比分。日本这
种严密的整体传控战术曾在2010年南非世
界杯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1992年欧洲杯冠
军丹麦和非洲雄狮喀麦隆，日本用令人窒息
的整体传控，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以3
比1完胜丹麦、1比0力克喀麦隆，与同组的荷

兰携手晋级16强。
折戟巴西世界杯后，日本在

洋帅哈利霍季奇的影响下，一度
丢弃了传控技术转而追求欧美
球队的力量与速度 。 然而这种
“扬短避长”，让日本的世预赛之

旅磕磕绊绊。 世界杯开赛前3个月临危受命
的西野朗全盘推翻前任的战术，重拾传控足
球，重新将日本带回正轨。

本届世界杯，23名日本球员中有15人效
力欧洲五大联赛。 这些留洋球员已经适应了
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节奏， 对世界先进足球
理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捏合在一起，就
是一支劲旅。

如果说日本首轮小组赛获胜，是因为开
赛3分钟获得哥伦比亚的“红点礼包”而踢了
一场“顺风球”的话，那么次战被塞内加尔两
度领先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逆风球”。坚韧
不拔的信念正是日本两度扳平比分的又一
法宝。

日本精湛的技术和坚忍不拔的信念，正
是中国足球所欠缺的。一直以来，中国足球
只强调战术，忽视技术，以为请来世界战术
大师就能“一醉解千愁”，但是任何有效的战
术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希望中国足球能够
好好总结，虚心向日本学习，坚定地走出一
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足球之路。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有种“自强”很疯狂
豪门纷纷送上酣畅盛宴

连胜2场，手握6分，俄罗斯、乌拉
圭、法国、克罗地亚、比利时、英格兰6支
劲旅已提前从各自小组突围， 闯入16
强。晋级的背后，是咬着牙拼下来的顽
强。

俄罗斯、 比利时和英格兰均打入8
粒进球，表现尤为抢眼。其中，东道主俄
罗斯继揭幕战5球大胜沙特后， 又在第
二轮3比1轻取埃及。G组的比利时和英
格兰一路高歌之余， 也奉上进球盛
宴———红魔军团5比2横扫突尼斯，三狮
军团更是6比1“狂屠”巴拿马。此外，格
子军团3比0“手撕”阿根廷，乌拉圭、法
国分别凭借一粒金子般的进球关上各
自对手的晋级大门。

深陷泥淖， 奋起直追，“豪门的救
赎”也是盛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首轮
被对手逼平的五星巴西次轮迎战哥斯
达黎加，硬是在补时6分钟才全然释放，
2比0拿下对方，内马尔眼泪与汗水齐飞
令人难忘；已站在悬崖边的德国在次轮
比赛最后十几秒才等来克罗斯的“将功
赎罪”，2比1涉险过关保住晋级希望；同
样迷茫的哥伦比亚一扫首轮失利阴霾，
J罗、法尔考状态回勇不再“慌”，3比0送
走波兰，也挽救了自己。

此外，伊比利亚双雄、墨西哥等豪
门虽然次轮无大胜， 但状态依旧在线。
目前只剩泥潭底端的阿根廷呼之欲出
的救赎———他们因尼日利亚2比0战胜
冰岛得以重拾希望，只有在冰岛不胜克
罗地亚的同时以大比分击败尼日利亚，
才能奏响晋级之歌。

有股“悲情”自难忘
输掉的只是比分不是气场

随着“最弱种子队”波兰0比3负于
哥伦比亚，本届世界杯已有埃及、沙特、
摩洛哥、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突
尼斯、波兰8支球队确定出局，末轮将为
荣誉而战。

离别在即，他们留下的精彩配得上
阵阵掌声。1比6被英格兰“狂虐”的世界
杯新军巴拿马赢得世界尊敬，37岁老将
巴洛伊打入队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哥
斯达黎加把内马尔“打哭了”，虽然0比2
落败，但他们坚不可摧的防守与拼抢成

了巴西“救赎之路”的大障碍，五星巴西
的煎熬更加凸显哥斯达黎加的顽强。

即将回家，他们的悲情透着丝丝遗
憾。28年后重返世界杯的埃及， 次轮依
旧延续悲情，萨拉赫打进本人世界杯首
粒进球仍无力回天，1比3负于东道主，

“法老”梦碎之余尽显悲凉；摩洛哥首轮
错送伊朗乌龙大礼，次轮挥霍进门良机
不敌葡萄牙，成为第一支被淘汰出局的
球队。如果萨拉赫没有受伤，如果布哈
杜兹没有那脚乌龙， 结局或许会改变。
只可惜赛场没有如果，倾尽全力后能迎
着掌声离开也是一种骄傲。

有束“曙光”照东方
亚洲力量在质疑中绽放

亚洲球队在次轮比拼中继续砥砺
前行。 除沙特确定出局外， 积0分的韩
国、积1分的澳大利亚、积3分的伊朗、积
4分的日本均有不俗表现。

次轮2比2逼平塞内加尔，已经在H
组拿到4分的日本成为本届世界杯发挥
最稳定的亚洲代表。首轮拿下哥伦比亚
的日本凭着韧劲抵住一切赛前压力与
质疑，“顽强”成为蓝衣武士目前保持不
败的法宝。日本与塞内加尔同积4分，出
线形势一片大好。末轮比赛面对已经确
定出局的波兰， 日本只需保持不败即
可，但已经彻底点燃斗志的他们势必会
向3分发起强势进攻， 承载起“亚洲希
望”。

波斯铁骑伊朗依旧身处险
境。如果说伊朗首轮收获乌龙
大礼1球小胜摩洛哥靠运气，
那么次轮只让西班牙带走
一粒进球则展现了他
们的骁勇顽强。 伊朗
是B组中最先取得3分
的球队， 虽然末轮对
阵葡萄牙是场“生死
战”，但毕竟只落后对
手1个积分，波斯铁骑
绝不会任人鱼肉。

虽只有理论出线
可能，但所处小组已经乱成一
团麻，0分韩国与1分澳大利亚依然还有
最后一搏的机会。相对扑朔迷离的出线
形势，这两支队伍“做自己、拼到底”的
气质更显可贵。尤其是次轮对阵墨西哥
的太极虎，孙兴慜最后关头的世界波让
所有人侧目，霸气宣告他们绝不是“鱼
腩”。

日本究竟
强在哪

� � � �世界杯小组赛前两轮战罢，6支球队提前一轮晋级，8支队
伍仅剩荣誉之战，尚有10席晋级名额虚位以待。自强与自救并
存、离殇与希望共现，“足球盛宴”已全面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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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报

赛程
6月26日 22时
丹麦VS法国
澳大利亚VS秘鲁

6月27日 2时
尼日利亚VS阿根廷
冰岛VS克罗地亚

聪明的家伙

陈惠芳

25日晚， 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
有两场球同时开打。

俄罗斯与乌拉圭，争头名。沙特与
埃及 ，免垫底 。这情形 ，真是 “一个天
上，一个地下”。

看哪一场球呢？犹豫了片刻，决定
看俄乌。

俄罗斯一路强势，看“久巴”们还能
硬挺多久。乌拉圭也不是吃素的。苏亚
雷斯“牙口”不错，牙根继续发痒。卡瓦
尼憋着一口气，要“开胡”。

当然，沙特也有“被看点”。打了两
场 ，一球未进 ，净吞6蛋 ，消化不良 。与
埃及交手，能破蛋吗？

不看沙埃 ，看俄乌 。集中精力看
俄乌 。“两个频道轮流转 ” 的把戏 ，不
玩 。

这回， 俄罗斯遇到了克星，0比3完
败于乌拉圭 。苏亚雷斯首先 “咬 ”了一
口，卡瓦尼最后“踢”了一脚，俄罗斯就
趴下了。

俄乌之战的战略转折点，是那张红
牌。红牌一出，大势已去。

落后两球，少一人，俄罗斯的注意
力被迫转移。既然无力逼平，更无力争
胜 ，战略性撤退算了 。拼个你死我活 ，
影响前程。

那一厢，沙特破了零蛋。伤停补时
阶段，还绝杀了埃及。2比1。胜利无关大
局，有关颜面。

看了的球 ，好看 。没看的球 ，也好
看。我知道足球就是这样，知足了。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北京时间6月25日晚， 世界杯小组赛第
三轮全面打响。 率先登场的A组两场比赛
中， 南美劲旅乌拉圭3比0战胜东道主俄罗
斯， 以小组头名晋级16强； 在“荣誉之战”
中， 西亚雄鹰沙特2比1战胜埃及， 伴随掌声
告别世界杯。

乌拉圭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量关乎小组头
名荣耀。 上轮比赛为乌拉圭打入制胜球的苏
亚雷斯脚感火热， 开场仅10分钟便利用一
记前场任意球洞穿球门。 13分钟后， 拉克索
尔特禁区外一脚抽射， 皮球打在俄罗斯队员
切里舍夫的脚上折射入网。 第90分钟， 卡
瓦尼补射成功。 3比0， 三场全胜的乌拉圭
强势晋级。

71岁的乌拉圭主帅塔瓦雷斯拄着拐杖，

看着场上球员的欢呼雀跃， 依然淡定地扬手
指挥。 本届世界杯是他第4次带队出征， 这
位乌拉圭足球黄金一代的设计师赛后露出欣
慰的笑容。

俄罗斯与乌拉圭携手晋级16强， 只剩
下埃及与沙特还在为最后一战而拼命奔跑。

28年后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埃及这次跌跌
撞撞，即便他们拥有萨拉赫这样的“法老”。萨
拉赫扛着埃及足球的希望， 在与沙特最后的
荣誉之战中打得疯狂。第22分钟，他打入个人
本届世界杯第二球。可经历过0比5“虐心揭幕
战”的沙特岂会甘心“陪跑”？上半场补时阶段，
顽强的沙特获得点球， 萨尔曼主罚命中。 第

95分钟， 达瓦萨里在最后时刻打进一球， 沙
特以绝杀的方式获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最后的战役留下令人难忘的身影， 例如
埃及45岁的门将哈达里。 谢幕演出前主帅
选择他镇守大门， 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
龄最大的出场队员。 比赛第39分钟， 哈达里
冷静地封堵了对方的点球。 老将的敬业与坚
持， 配得上任何赞美之词。

只为“荣耀”，无问西东 片刻犹豫
一刻不耽误

6月24日，日本球员酒井宏树在比赛中。

6月25日，沙特球员多萨里（右）与埃及球员法蒂拼抢。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王者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