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采访
累并幸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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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名

作为一名体育记者和球迷，现场报道
世界杯是最高的职业目标和梦想，尤其这
次申请到了官方注册记者证，机会十分宝
贵。

作为阿根廷的粉丝，来到世界杯赛场
自然要看阿根廷的比赛。外界认为记者采
访世界杯十分幸福， 可以随意看球赛，此
话不假， 但对记者而言看球也是工作，有
写稿任务，再加上赶路，过程并不容易，幸
福但极其疲累。为了追逐阿根廷，我就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阿根廷小组赛首场对阵冰岛的比赛
地点在莫斯科，还好。但第二场对阵克罗
地亚在下诺夫哥罗德， 就十分辛苦了。那
天我早上6时出门赶7时15分的火车，中午
11时抵达， 然后去球场拿媒体票和混采
票，随后去酒店办入住。因为住在球迷广
场附近，现场封了路，从酒店往返球场需
要再步行10分钟才行。 下午2点多急忙吃
完中饭又去球场， 边写稿边等晚上的比
赛。比赛很精彩，但阿根廷表现糟糕，梅西
也有些消极，很遗憾阿根廷以0比3输给克
罗地亚。赛后等混采，长达两个小时球员
才陆续走完，已经熬了一天的我当时简直
意识都要模糊了，最终忙完走出球场已经
凌晨1点半，然后打车回酒店，凌晨3点多
才睡。 第二天8点我又起床赶回莫斯科的
火车， 下午3点才回到酒店， 接着还是赶
稿。一连工作三十几个时，我只在床上躺4
个多小时。

我看的两场阿根廷都没赢，虽然很想
去圣彼得堡看第3场，但怕带去坏运气，就
在莫斯科为他们加油吧。

（作者系长沙晚报记者）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没有奇迹。 最后时刻打中边网的皮球彻
底堵上了伊朗人进军16强的路， 那道弧线此
刻显得如此悲情， 队员们看着1比1的比分，
跪在地上哭了； 另一边， 摩洛哥终场前看着
VAR做出西班牙进球从被判越位改为有效的
裁决， 2比2的比分成为定格， 非洲兄弟伴随
着斗牛士的狂欢黯然离开。

世界杯小组赛B组末轮， 两场大战足够
吸睛———一边是“3分伊朗” 战“4分葡萄
牙”， 这事关出线权； 一边是西班牙对决摩
洛哥， 斗牛士只需平局， 摩洛哥只为颜面。

必须要赢下葡萄牙才能晋级。 这种信念
似乎在伊朗人脑海回想过许多遍， 甚至是幻
想。 但这难度有多大呢？ C罗像座山一样屹
立在前， 这已经足够让人害怕了。

从开局起伊朗门前险情不断， 30分钟过
后他们才逐渐找到节奏， 死死提防葡萄牙人
能打出来的每一种可能。 直到上半场最后一
分钟， 夸雷斯马外脚背直挂球门远角， 铁骑
面前的晋级大门好像有点摇摇晃晃。

如果说下半场C罗的点球不进又让一切
变得有点微妙， 那么安萨里法德一蹴而就为
伊朗扳平比分好像将波斯铁骑彻底“加了

血”。 他们心气渐足， 比赛节奏逐渐被自己
主导。 伊朗人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内拼命奔
跑， 最后一分钟， 塔雷米一次近距离射门却
击中边网， 转瞬之间， 曙光烟消云散。

虽然命运和四年前一样仍是出局， 但这一
次球队却迎来高光。 一胜一平， 拿了4分， 一
份得来不易的历史最好成绩照亮了他们归程。

“我跟裁判说了， 但他们的门关上了。”
2比2战平斗牛士， 摩洛哥主帅本想就最后的
VAR的判决去理论理论。

谢幕演出大概更应被珍视。 已确定出局
的摩洛哥尽遣主力。 明知与西班牙的实力有
差距， 可依旧还是打出“舍得一身剐” 的气
质。 这场比赛他们打得很梦幻。 仅第14分
钟， 布塔伊卜冷静低射入网便帮助摩洛哥取
得了领先。 虽然5分钟之后伊斯科就迅速扳
平， 但依然没打消摩洛哥“打出气质” 的念
头。 第81分钟， 替补上场的21岁小将恩尼西
里帮助摩洛哥队取得再度领先。

和伊朗命运类似， 高顶到谷底只需一瞬
间。 在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帮助”
下， 替补上场的前锋阿斯帕斯在第91分钟攻
入的进球从被判越位改为有效。 斗牛士“侥
幸脱逃”， 摩洛哥握着用韧劲拼来的2球， 足
够幸福了。 裁决有争议？ 已经不重要了。

李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差别在于有人
知耻而后勇，有人一错再错。

当球迷们还忘不了梅西踢失的那粒
点球时 ，C罗也在对阵伊朗时踢失了一
个。 但是C罗已经带领球队挺进16强，梅
西还需要下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大牌球
星即使犯错，其地位也无人能撼，这在于
他们曾经的建树让所有人相信，偶尔的过
错会激发出他们天才般的发挥，例如德国
的克罗斯和西班牙的伊涅斯塔。克罗斯在
德国对阵瑞典时传球失误，导致瑞典一球
领先。背负着强烈羞耻感的克罗斯“读秒
绝杀”，带领10人德国逆转，证明他无愧于

入选FIFA2017年度最佳阵容的荣耀。伊涅
斯塔带领国家队赢得过一届世界杯和两
届欧洲杯，但是他在这次对阵摩洛哥时传
球失误导致对方先进一球。伊涅斯塔无法
容忍职业生涯留下这样的污点，他只用了
6分钟就助攻队友扳回一分。

人们愿意宽容战友的无心之错，因为
坚信他们会将功补过。现在我们强调建立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
中的失误，就是相信他们有能力在未来的
工作中取得胜利。被纠错甚至被问责的干
部，也不应该背上思想包袱而消沉，毕竟
大家都还在“赛场”上没被罚下，等到夺取
“世界杯”之时，谁还会记得你曾经收到的
“黄牌”呢？伊朗队球员安萨里法德在比赛后。新华社发

容错纠错是期望将功补过

图为赵紫名在阿根廷对阵
冰岛的比赛现场。

赵紫名 供图

平心论

从英雄到“罪人”
苏原平

从天堂到地狱， 只有一个球的距离。
从英雄到“罪人”，也只有一个球的距离。

在对阵伊朗的生死战中，C罗罚丢了一粒关键的点球，差点
就让葡萄牙从“天堂”到“地狱”。伤停补时阶段伊朗利用点球扳
平比分，一分钟后，塔雷米赢得一次近在咫尺的直面门将的得分
机会。若非他一脚将球打在边网上，哭泣的恐怕就是葡萄牙了。
这记罚丢的点球，也让C罗险些从英雄成为葡萄牙的“罪人”。

C罗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网红”。相对梅西
的一蹶不振 ，C罗首战 “帽子戏法 ”，次战单骑救主 ，两场4
球，成为葡萄牙的英雄，更是自律与正能量的代名词。然而
小组赛末战罚丢的点球，却让他陷入空前困境。有人戏谑，
这是C罗在向梅西致敬，为他送上的生日礼物。

常言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人们不会因为滑铁卢的
惨败而忘记拿破仑的辉煌， 不会因为谢幕时的伤退而否认
博尔特的历史地位，不会因为“上帝之手”而掩盖马拉多纳
世纪球王的光辉， 也不会因为怒顶马特拉齐让法国错失大
力神杯，而否认齐达内的伟大。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事物常常在曲折中徘徊前
进。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些遗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
的进步与成长。当梅西在2012年便拿到第4座金球奖时，不
甘落后的C罗奋起直追， 最终两人10年间包揽了这项代表
世界足坛最高个人荣誉的奖杯，更在数量上平分秋色。

进入淘汰赛， 葡萄牙将面对苏亚雷斯率领的乌拉圭。C
罗必须抛掉心理包袱，养精蓄锐，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迎接这场恶战。唯有奋斗，不负芳华，不留遗憾。

平局不“平” 离别不“殇”

6月26日，澳大
利亚队球员乔·里
斯登（左）与秘鲁队
球员尤顿在比赛中
拼抢。 新华社发

伊朗球迷
有些遗憾。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周倜）北京
时间今晚22时， 世界杯小组赛C组第三轮两
场比赛同时打响。 最终法国与丹麦战成0比
0，交出本届世界杯首张“白卷”,携手晋级；此
前两连败的秘鲁2比0战胜澳大利亚，可以骄
傲离开。

法国队前两场比赛拿到6分， 已提前出
线。丹麦积4分，若能击败法国队，能获得小
组头名。

比赛节奏并不紧凑，第14分钟，法国在
禁区内获得良机，吉鲁大力抽射却被门将扑
出，半场过后双方均无建树。易边再战双方
依然不紧不慢，稍显沉闷，没有太多爆点也
未擦出太多火花， 最终双方0比0握手言和。
他们也终于打破另一种“沉闷”———本届世
界杯首场“0比0”新鲜出炉！

相反， 澳大利亚与秘鲁之间的对决则
让人为之一振。对于袋鼠军团而言，虽然手

中只有一分， 但如果能赢下此战且法国击
败丹麦，他们仍有机会晋级；而对于秘鲁而
言，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表现差强人意，最后
一战，拿到分数肯定是不错的告别礼物。

对胜利极度渴望的秘鲁人在第18分钟
就先声夺人，卡里略一记凌空抽射破门。这一
脚，让秘鲁队时隔36年后再次在世界杯上取
得进球。乘胜追击的秘鲁人在第49分钟又过
了把瘾，队长格雷罗左脚扫射将球打进。终场
哨响， 即将踏上归途的秘鲁人用两球证明了
自己。

袋鼠军团终场哨响时终于接受了事
实———法国与丹麦握手言和，快乐地出线了，
自己手上依然攥着仅有的1分。离开前，他们
也尝到了一份感动———38岁的卡希尔终于
站上了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现场， 最后关头替
补上场，他将离别背影留给世界杯，也将这份
永恒送给了自己。

晋级前交张
离别时送你

赛程 6月27日 22时
墨西哥VS瑞典
韩国VS德国

6月28日 2时
塞尔维亚VS巴西
瑞士VS哥斯达黎加

赛报 伊朗1比1葡萄牙
西班牙2比2摩洛哥

丹麦0比0法国
澳大利亚0比2秘鲁

王者荣耀

朋友圈

兵临城下

� � � � 据新华社俄罗斯喀山6月26日电 俄
罗斯世界杯F组中， 卫冕冠军德国队目前
积3分列第二。27日的小组赛末轮，面临两
个“魔咒”的德国队必须战胜韩国队，还要
祈祷“自助者天助之”———墨西哥队与瑞
典队踢出符合德国队需要的结果。

目前，俄罗斯世界杯所有小组中排名最
复杂、出线形势最扑朔迷离的就是F组。两轮
战罢，墨西哥队两战全胜积6分，德国队和瑞
典队都是3分，韩国队积0分。小组每个队都
保有出线希望，包括韩国队；每个队也都有
被淘汰的可能，包括墨西哥队。

本届世界杯，德国队慢热，小组赛首
战告负、次战最后时刻“续命”，很多人高
呼“德国战车回来了”。但从历史来看，摆
在德国队面前的有两大“魔咒”：一是1962
年世界杯以来没有球队卫冕成功，二是自
国际足联1997年接手以来，联合会杯冠军
从未在接下来的世界杯中夺冠，而德国队
既是卫冕冠军又是2017年联合会杯冠军。
不过，历史同样显示，德国队也是“魔咒终
结者”。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力克巴西和
阿根廷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美洲
大陆上夺冠的欧洲球队。

得益于上一场“续命”成功，德国队目
前可谓斗志高昂。用托马斯·穆勒的话说，
“真正的德国队来了”。或许德国队将能延
续他们在世界杯上小组均出线的纪录。

韩国队至少在理论上也还有翻盘机会，
但若要出线，前提是战胜德国队，而墨西哥
队要战胜瑞典队，接着还要看净胜球、进球
等数据。值得一提的是，“卫冕冠军并非不可
战胜”的心理暗示，无疑将激发“太极虎”的
斗志，如果能让德国队世界杯小组赛均出线
的纪录作古，对韩国队也是一大成就。

德国盼
“自助者天助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