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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荣耀

周倜

当VAR判决金英权破开德国大门
的那一脚有效时， 所有人只有 “原地爆
炸” 这一种状态；2个多小时后保利尼奥
为巴西先下一城，内马尔紧紧抱住了他。

看着“现任与前任”在一夜之间变成
各自国家队的“王炸”，许家印估计高兴
得“不要不要的”。均有豪门在列的两场
较量，最大的“赢家”居然是广州恒大。

保利尼奥虽只在恒大待过短短2年
左右， 但恒大可是对他有 “知遇之恩”
———“英超热刺不好过？ 中超恒大欢迎
你。” 这段经历让他得以重返巴西国家
队， 更让西甲豪门巴萨砸了4000万欧元
带走了他。中超联赛对于保利尼奥，是跳
板也好，是转折也罢，许老板的球队都曾
是他待过的“好人家”。

流水的前任不转身， 铁打的现任在
心头。不过现任也曾有过“小九九”———
2014年世界杯后金英权很想去欧洲踢
球，但没等来橄榄枝，老东家恒大依然不
离不弃地守候 。 恒大用一纸续约合同
“按”住了他，连续出场机会磨炼出他难
得的左脚能力， 最终让韩国队主帅申台
龙赐予他通往俄罗斯的机票。

本赛季金英权在中超赛场逐渐被边
缘化， 赛季结束后他的去留一度为人猜

测。 小黑看来， 他在世界杯上 “一脚下
去”，估计会踢出更多的可能性。不管怎
样，当他攻破大门的瞬间，无数中超球迷
一定都有一个共同心声：看你们命中，真
的超级开心。

本届世界杯共有包括金英权在内的9
名现役中超队员，刷新了中超外援参加世
界杯的人数纪录。 他们均有抢眼表现：效
力于大连一方的卡拉斯科和天津权健的
维特塞尔帮助“欧洲红魔”轻取巴拿马和
突尼斯；河北华夏幸福队的外援马斯切拉
诺为阿根廷后防线站岗表现稳定……不
得不说，这些来自中超联赛的选手让中国
球迷看着眼熟也觉得亲切，加之他们目前
的表现没让“中国家人”失望，这从侧面折
射出中超联赛近几年在职业程度、
激烈程度已有实质性的
飞跃，也更加丰满了在国
际足坛的存在感。

说句题外话， 大家每
次看球赛应该都看到场边
滚动播出的中国广告了
吧，“万达蒙牛轮着放，乍
看以为是中超。”这似曾相
识的感觉，你有吗？

王亮

奇迹之所以 “奇 ”，因为它不会连续上演 。小组
赛第二轮，克罗斯最后时刻的进球 ，挽救了卫冕冠
军德国。本轮，发挥依然没有起色的德国没能再次
得到奇迹的眷顾，最终0比2输球 ，小组垫底告别俄
罗斯。

德国也成为又一支小组赛即遭淘汰的卫冕冠
军，美其名曰中了“魔咒”。

客观而言，有所谓魔咒吗？当然没有，这只是一
种文艺修辞，其实就是踢得烂。

德国的实力毋庸置疑，勒夫还是勒夫，球员也都
在当打之年。 之所以踢得烂， 不是他们没有那个能
力 ，而是心理出了问题 。魔咒的 “魔 ”，实乃心魔的
“魔”。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想到，严谨的德国也躲
不开人类的劣根性， 他们强大的自信很早就染上了
盲目的毒素，一直在伤害着他们自己。

而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战场， 与卫冕冠军分为一
组的球队们，早已破釜沉舟、如狼似虎，战斗力显著
提升。狭路相逢勇者胜，养尊处优的卫冕冠军就此打
道回府。

德国回家反省“心魔”去了，大部分球队都在偷
着乐，毕竟少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或许只有巴西
不太高兴，“你走这么早，让我们怎么复仇啊？”

“五星”闪耀
“老友”久违 看你命中，“超”开心 魔咒的魔，

是心魔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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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论

苏原平

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已经取得4场胜利，分别
是伊朗1比0胜摩洛哥、日本2比1胜哥伦比亚、沙特2
比1胜埃及、韩国2比0胜德国，在小组赛胜场数追平

2002年韩日世界杯。更具意义的是，这4场
胜利分别由4支不同球队取得 。4
支亚洲球队在同一届世界杯赢
球，创造了新纪录。

第三轮小组赛， 亚洲球队全
面爆发。先是沙特出战，他们2比1

绝杀埃及，带着胜利回家。随后，伊朗不但1比1战平
葡萄牙，把欧洲冠军逼入绝境，最后时刻还险些绝杀
葡萄牙。 韩国更是爆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
冷门，他们在补时阶段连灌两球，亲手把卫冕冠军德
国淘汰出局。日本虽然以0比1不敌波兰，但以小组第
二跻身16强。而上届世界杯，亚洲球队一胜难求，全
军覆没。

韩德之战赛前被认为是一场毫无悬念
的比赛 ，因为德国战车足够强大 ，挺进16强
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韩国反而更具韧性 ，
更显顽强 ，更有章法 ，防守端 “铁桶阵 ”力保

大门不失，进攻则依靠孙兴慜屡造威胁 。“太极虎 ”
化身“拦路虎”，让德国战车无法提升进攻速度 ，不
断陷入进攻失败的泥潭 。在卫冕冠军的光环下 ，这
支德国队存在不少隐忧 ：战术固步自封 ，缺少节奏
变化，错过新老交替的最好时机 ，骄傲轻敌求战欲
望不强。

不惧德国强壮的身体和卫冕冠军的名号， 韩国
人不屈不挠地奋勇拼杀， 在最后时刻抓住对方的漏

洞连续打进两球， 掀翻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战
车，创造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神话，堪称是世界
杯历史上一场以弱胜强的经典。 虽然击败卫

冕冠军不足以让韩国出线， 却足以使亚洲人在本届
世界杯扬眉吐气！

从沙特后来居上 ，逆转 “法老 ”萨拉赫领衔的
埃及 ，到伊朗逼平强大的欧洲冠军葡萄牙 ，再到
韩国爆冷亲手将卫冕冠军德国送回老家 ，他们显
示出了强烈的进取心和向上势头 ，创造了亚洲荣
耀 。

亚洲荣耀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周倜）世界杯
H组末轮之战今晚展开。日本在伏尔加格勒竞
技场0比1负于波兰，因与塞内加尔队在积分、
进球数与净胜球数完全相同， 最终蓝衣武士
凭借较少的黄牌数“挤掉”对方，紧随哥伦比亚
身后晋级16强，成为唯一出线的亚洲球队。而
随着塞内加尔的出局，本届世界杯5支非洲球
队全军覆没。

此前两轮过后， 塞内加尔和日本同为4
分，净胜球均为1球，哥伦比亚拿到了3分，种
子队波兰已经提前出局，仅剩荣誉战。

手握4分的日本队在赛前被普遍看好，只
要确保不败即可晋级。

比赛第60分钟， 本届世界杯已提前出局
的“最弱种子队”收获进球，小将贝德纳雷克接
队友传中破门，帮助波兰队打开胜局。80分钟
之后，双方均降低进攻强度，并将时间“耗”到
最后一秒。 最终波兰队在谢幕之战尝到胜利

滋味，而日本的出线形势则要“依赖”哥伦比亚
与塞内加尔之间最后的对决战绩。

戏剧性的是，哥伦比亚在J罗伤退的情况下
战胜困难， 米纳打进关键一球帮助球队战胜塞
内加尔，三战6分跃居小组头名。相同积
分相同净胜球的“亚非独苗”日
本与塞内加尔只得依据规则
“比拼” 公平竞赛积分。最
终，在此前比赛中“积
攒人品” 的蓝衣武士
们因黄牌数少于塞
内加尔两张，惊
险挤掉对
方， 成为
世界杯16
强 中 的
“亚洲希
望”。

亚洲独苗

陈惠芳

世界杯小组赛接近尾声，5支代表亚洲地
区参赛的球队做完了最后的减法。 五留一。五
分之一属于日本。

0比1负于为荣誉而战的波兰， 涉险过关。
日本好险，真的好险。险过剃头的日本，够幸运
的。此败彼胜。靠“纪律积分”力压塞内加尔，避
免了亚洲球队“集体离席”的尴尬。

其实，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球队已经尽力
了。特别是最后一战中，沙特与韩国体现了血
性与韧劲， 着实为被看衰的亚洲球队添了荣
光。韩国与德国的比赛堪称世界杯经典，被誉

为“爷爷可以讲给孙子听的故事”。韩德故事不
仅仅津津乐道， 而且将影响世界评价体系。这
对于亚洲足球的未来发展，是一件好事。

提升精气神而言，我更喜欢韩国这类“困
兽犹斗”的狠角色。但“乖孩子”日本留了下来，
也留下了让人喜欢的事实与理由。 世界杯上，
活着才是硬道理。

亚洲这棵独苗， 能长出稍微粗壮的躯干
吗？照日本眼下的态势，不敢乐观。亚洲球队不
是鱼腩，亦非岩鹰。追赶欧美劲旅的步伐，更不
能懈怠。

独苗摇曳，必经风雨。播下去，播下黑暗中
的火种。这些火种将成为黎明的一部分。

播下种子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四星德国“先走一步”，五星巴西继续发光。北
京时间6月28日凌晨，世界杯E组末轮展开争夺，中
超劲旅广州恒大的“前任” 队员保利尼奥率先破
门、内马尔角球助攻席尔瓦头槌再下一城，五星巴
西以2比0击败塞尔维亚队，以小组头名晋级，下一
轮淘汰赛，他们将迎来墨西哥的挑战。另外一场比
赛中，瑞士2比2战平哥斯达黎加，挺进16强。

经历前两场比赛的焦灼与煎熬，五星巴西明显
成熟许多。加上赛前出师未捷的德国人成了新鲜出
炉的反面教材，桑巴军团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

作为队内核心，内马尔与库蒂尼奥本场比赛状
态在线，少了一丝单干，更多一份无私。第35分钟，
库蒂尼奥中场长传， 保利尼奥禁区内直接挑射破
门，帮助巴西先下一城，而这粒进球也勾起无数中
超球迷的回忆———2015年， 加盟广州恒大的保利
尼奥随队拿下1次亚冠冠军、2次中超冠军、1次足协
杯冠军， 在中超的高光表现让中国球迷记住了他，
更让巴西国家队召回了他、西甲豪门巴萨“接”走了
他。 昔日在中超赛场上驰骋的老友，久违了！

保利尼奥先下一城助燃了桑巴军团的斗志，
漂亮流畅的配合持续保持。67分钟， 内马尔左侧
角球发入禁区，席尔瓦头球破门锁定胜局。

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中超球迷再次看到熟
悉身影，目前效力于北京国安的奥古斯托替补上
场。虽然只有10几分钟的表现时间，但能在世界
杯赛场看到“熟人”，着实让中国球迷为之一振。

日本队球员长友佑
都（右）与波兰队球员贝
雷辛科基在比赛中拼抢。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巴西队球员
保利尼奥庆祝进
球。

非洲尽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