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闹腾点好
周倜

自世界杯开赛以来，每天办公室都
很热闹。

不过这份热闹也有中断的时候。26
日晚， 办公室的电视机里放着比赛，只
听得见解说员不紧不慢地点评，却不见
平日一旦有空必定到电视机面前“抢座
位”的“小伙伴”。

两场比赛两个频道都在播， 办公室的电视机选了雄鸡，
也对，法国对丹麦理应更有看头，何况秘鲁对澳大利亚的播
出频道办公室压根收不到。 结果双方慢悠悠地踢着 “和平
球”，没啥水花没啥动静。相比之下，中场休息时的“神广告”
都变得有点动听，“嗡嗡嗡”和“上直聘”不断回响和“洗脑”。

果不其然法国和丹麦交出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白卷各自
欢喜，倒是秘鲁2比0战胜袋鼠军团，双方在赞扬中完美谢幕。
如此相比，理应高水准的比赛着实差强人意。

这般沉闷的场面确实是自开赛以来头回遇到。回想揭幕
战时东道主的狂胜、西葡大战时点亮了全球激情；再有阿根
廷、德国蒙上一层阴影，外加五星巴西的绝地反击……别怪
小黑嘴不甜，就连不被看好的亚非兄弟，都合力贡献出多台
好戏。这些拼出来的激烈才是世界杯真正应有的样子。此外，
据不完全统计， 本届世界杯已经有10次左右的绝杀时刻，个
个惊心，挑战你的肾上腺素。习惯了激情澎湃，突然来点“细
水长流”，也难怪大家会不习惯。

不是非得要进球，只是过程本可以更“有料”。虽说晋级
无忧，重在为之后的激烈比拼养精蓄锐，可毕竟围观的球迷
将每一次观赛经历都视为珍宝，如此“轮换多人出场，全场机
会寥寥”是要闹哪样？赛后看台上球迷的阵阵嘘声早就替代
了之前的一团疯狂，这嘘声有点刺耳———不远万里挤进来看
场球，各位大咖你们至少也让大家热闹一下、起伏一把嘛。

下班之后小黑和同事约在大排档看了阿根廷的 “救赎
战”，热心的同事开着手机费着流量，同步播放克罗地亚与冰
岛的对决。幸运的是，我们一直在尖叫。

小黑“逗”

德国队球员胡梅尔斯在比赛中错失进球良机。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陈惠芳

铜算盘，铁算盘，木算盘，打得哗哗哗响。算着算着，
算盘散了架。算着算着，珠子掉地上。

0比2!卫冕冠军德国原本想三下五除二，解决韩国，
却被韩国解决了。卫冕冠军魔咒继续。

0比3!墨西哥突然崩盘，被瑞典解决，幸亏德国也被
解决了，坐吃没有山空。

惊艳的韩国，解决了德国。德国痛苦地解脱了。韩国
队幸福地解脱了。

赛前，算盘打得悠然自得，又打得忐忑不安。

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算计。算计别人，算计自己。
糊涂账，算明白了。明白账，算糊涂了。

瞧瞧德国与韩国、墨西哥与瑞典交锋前的出线形势，
明明白白的积分榜背后却潜伏着生生死死的玄机。 我看
世界杯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这种架势。积6分的墨西哥
居然未铁定出线，积零分的韩国竟然还可能出线。说通俗
一点，就是“活的没活透，死的没死透”。

有多奇葩，就有多奇葩。有多奇妙，就有多奇妙。有多
奇怪，就有多奇怪。

尘埃落定。算盘不用打了，算了。结局就是这样了，也
只能算了。

平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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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原平

从世界杯揭
幕开始， 梅西与
C罗的隔空对决
就 一 直 在 持 续
着 。C罗在前一
天与伊朗的比赛中射失点球，让第一轮比
赛就射失点球的梅西多少有些释怀。

或许恰恰是有了这种释怀，丢下包
袱的梅西在末轮生死之战中拼命奔跑、
不断回撤接应，率先为阿根廷打开胜利
之门 。第14分钟 ，他像1998年世界杯的
博格坎普一样，轻巧写意地卸下皮球之
后，用一脚怒射打破了自己世界杯赛场
上662分钟的 “进球荒 ”。梅西的这个进
球，恰好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00个进球。
可以说，在输掉了前两个回合之后，“梅
球王”终于在第三轮扬眉吐气，在与C罗

的隔空对决中追回一局。
足球是勇敢者的游戏。 胜利只会拥抱去追求胜

利的人。 破釜沉舟的梅西几乎参与了阿根廷的全部
进攻。 一向很少铲球的他本场比赛多次在中前场铲
球，一向喜欢在前场“散步”的他屡屡回撤接应，甚至
不断冲刺回追。虽然一定程度上是422阵型释放了梅
西， 但是他努力恢复巅峰状态， 改变场上的比赛方
式，唤醒了整支球队。

马斯切拉诺血染赛场后继续比赛， 不愿放弃的
罗霍出现在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位置上，打进了金
子般的制胜球。在梅西的率领下，潘帕斯雄鹰以此前
少见的坚持和顽强，为自己打开了通向16强的大门。

在艰难的绝境面前，“梅球王” 证明了自己并非
浪得虚名。经历了前两轮隔空对决的马失前蹄后，梅
西在最关键的时刻亲手拯救了自己和球队。

当马拉多纳的泪水滴落在圣彼得堡的看台上时，
耳畔响起的并不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忧伤，似乎
是梅西的独白：“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

期待梅西、C罗在1/8决赛中战胜各自对手，胜利
会师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 进行一场真正的
对决。这场“世纪对决”，将注定是本届世界杯最具人
气的经典之战。

李宁

冰岛以防守著称， 在对
克罗地亚的比赛中， 他们在
如何避免手球犯规方面给对
手上了一课。

球员在活球状态下不能
故意用手 （手臂 ）触碰足球 ，
否则就是犯规。 可裁判如何
来判断是否故意呢？ 主要依
据之一是手臂离开躯干的角
度， 因为这是最容易进行客
观判断的标准。 例如第65分
钟，冰岛5号因加森在禁区内
将对方射门挡出， 球撞到了
因加森的手臂， 但由于他紧
紧地将双臂贴在自己的胸
前，裁判没有判罚。克罗地亚
球员却几次出错———第42分
钟，9号克拉马里奇获得绝佳射门机会，结
果他因晃动手臂触到了球而被判罚犯
规。第74分钟，6号洛夫伦在禁区内双臂张
开阻挡了对方的传球路线， 被裁判判罚
了点球。

许多行业为了保证工作效果会制定
客观标准进行行业自律， 就是为了在出
现问题追责时更好地区分是否存在故
意。从业人如果能谨遵规定，那么即使出
现差错 ，也可能免责 。相反 ，如果一个行
业不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客观规则， 就很
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如某地医院出现大
量错误诊断导致高额医保资金流失 ，却
因难以判断医生是否故意而暂时未对医
生追责。

足 球 成 为 发 展 得 最 好 的 单 项 赛
事 ， 原因之一就在于国际足联不断提
升行业自律的水平 ， 让规则尽量公平
公正 ，让比赛更好看 。他们深知 ，让球
迷满意才是足球生命力之所在 。 从这
方面讲 ， 我们可向足球学习的东西还
很多 。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北京时间6月27日凌晨，世界杯D组末轮之战
的两场角逐尘埃落定，两场2比1，内容却不同。85
分钟打入绝杀的罗霍， 扛着肩上的梅西疯狂奔
跑；90分钟佩里西奇单刀直入扼杀悬念， 克罗地
亚赢得干净漂亮。

三战全胜的克罗地亚领跑，逆风翻盘的阿根
廷复活；尼日利亚掩面痛哭，“维京狮吼”好像降
低了音量。大局已定，各奔东西，或许唯有阿根廷
在赛后“思绪漫长”。

两战过后， 手里只有1分的潘帕斯雄鹰被困
于一团泥淖。大比分输给克罗地亚后，阿根廷人
只能看别人 “脸色 ”行事 。他们必须赢下尼日利
亚，也要寄望克罗地亚能继续斗志昂扬。“天助与
自救”，一定要同时实现。

比赛同时进行，阿根廷人无法知道克罗地亚
与冰岛之间在发生什么， 他们只能先自救了。第
15分钟，梅西接队友后场长传，停球顺势过人，用
右脚打中死角，这脚非典型方式破门让梅球王终
于不用活在“C罗的阴影”之下。在老对手尼日
利亚人面前，阿根廷上半场的稳定让人看
到晋级曙光。 他们带着1球优势进入中场
休息 ，球员通道内 ，梅西在队友们
面前 “发表演讲 ”，那种眼神已
然从忧郁转换成坚毅。

但老天依旧在 “开玩
笑”，下半场不到5分钟，摩
西主罚点球一蹴而
就为尼日利亚扳平
比分 ，阿根廷这时
才发现 ，原来悬崖

离自己还是那么近。
几乎在阿根廷被扳平的同一时刻， 另一场

比赛克罗地亚队员巴代利已经攻破了冰岛的
大门 ，但75分钟 ，“冰岛大狙 ”西古德森一脚点
射扳平比分。

时间分秒流逝不容挥霍，但迪玛利亚开始无
效带球，伊瓜因的射门差强人意，梅西再次陷入
包围，局势变得不受控制。阿根廷人满场找机会，
终于在85分钟时迎来曙光———罗霍在对手贴身
干扰下凌空抽射破门，阿根廷起死回生。

在阿根廷完成绝杀的5分钟后， 克罗地亚前
锋佩里西奇也献出绝杀，这又神奇又神气的一脚
既让克罗地亚在小组赛豪取三连胜，也成为拯救
阿根廷的救命稻草。

终场哨响，阿根廷人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
绪，眼泪笑容齐洒绿茵场。

都说梅西扛起了阿根廷，这一次是罗霍扛起
了梅西，他的绝杀续写了阿根廷

前行的希望。潘帕斯雄鹰
要想走更远， 需要更
多队员一起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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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扛，“廷”有希望

阿根廷队球员罗
霍（下）攻入球队第二
球后与队友梅西庆祝。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一团乱麻终于解开！北京时间6月27日
晚， 形势最为扑朔迷离的F组终于揭晓答
案———墨西哥与瑞典昂首阔步向前；韩国2
比0击败卫冕冠军德国，一起告别，各有滋
味。

德国队两轮只有3分，上轮比赛染红的
博阿滕遭禁赛更是“雪上加霜”。要想出线，

日耳曼战车除了“绝情碾压”太极虎韩国队，别
无退路。韩国队虽两场告负，但上轮孙兴慜的一

记世界波却“轰开”了全队的气门。
站在面前的是卫冕冠军，韩国队并不畏惧，毕竟他们并

没有那么重的“偶像包袱”。开局之后，太极虎严防快攻，合
力将战车“围剿”，并数次发威，尤其是第18分钟郑又荣的一
记任意球直接攻门险些造成德国门将诺伊尔“黄油手”。此
外，韩国队门将赵贤祐表现神勇，频频做出关键性扑救。

双方保持着僵局，0比0的比分延续到伤停补时，一旦战
平，战车将无理由出局。

所剩无几的时间却被韩国人牢牢抓住，第91分钟，韩国
队金英权通过角球破门， 本存越位争议的一球经VAR判决
后有效，韩国队终于打破僵局。神奇的剧情依旧在上演，韩
国队的进球几乎摧毁了德国战车最后的坚强。最后时刻，门
将诺伊尔弃门出击投入进攻，德国队大门空空如也。诺伊尔
在前场任性带球被对手抢断，孙兴慜接队友后场长传，奔跑
几十米，将球打进空门，彻底杀死德国队的希望。

韩国队赢了，他们依旧无法晋级16强，但却享受着战胜
卫冕冠军的喜悦；德国队输了，他们和2002年的法国、2010
年的意大利和2014年的西班牙一样， 作为卫冕冠军皆在小
组赛折戟沉沙。所有人心中稳若磐石的日耳曼战车，首次在
世界杯小组赛中未能出线。

另一场比赛，上场被德国队绝杀的瑞典迎来爆发，面对
已豪取两连胜的墨西哥，只有3分在手的瑞典人赢得着实漂
亮。宠辱不惊、顽强到底的他们凭借奥古斯丁松的抽射、格
兰奎斯命中点球以及收获对手一份乌龙大礼， 以3比0战胜
墨西哥，后来居上，获得小组头名。墨西哥则以小组第二出
线，延续自己世界杯的梦想。

算盘打得响，珠子掉地上

“虎”下山
“战车”翻

6月25日， 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拍摄的球迷。

王者荣耀

6月27日，一名墨西哥队球迷在比赛前。

球迷万花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