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惠芳

比利时与英格兰比赛前，舆论之战一边倒。绝大多数人
认为，双方都会“战略性撤退”，选择小组第二，以图进入“非
死亡”的下半区，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

因为，上半区被鉴定为“死亡区”。“舍上取下”似乎成为
唯一的选择。取舍之间，学问颇深。但出人意料的是，比利时1
比0战胜了英格兰，主动地选择了上半区，选择了“死亡区”。
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然态度，这种不管生死、不
计后果的果敢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却彰显了男子汉的真
性情。与其说比利时战胜了英格兰，不如说战胜了“自圆其
说”的舆论。

认认真真地踢，也只能这么踢。认认真真地走过场，也只
能这么走过场。苛求他们拼个鱼死网破，红牌黄牌满天飞，不
仁义，也不厚道。

过场走了，球也进了，七嘴八舌也休止了。
我倒以为，比利时“舍生求死”，不是鲁莽之举，而是明智

之举。淘汰赛选择日本，胜算更大。何况所谓的“死亡区”“非
死亡区”也是相对而言，强弱也是瞬息万变;何况韩国已留下
“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更何况比利时本身就很强，具备挑
战任何对手的实力。

身陷“死亡区”，比利时说不定来个“胜利大逃亡”。

谁上谁下
认认真真走过场

苏原平

世界杯最后一轮小组赛，或为生存而战，或为尊
严而战，惊心动魄，感人泪下。

然而在“英雄之城”伏尔加格勒竞技场，却嘘声
四起。最后10分钟，先丢1球的日本毫无斗志，在后场
沉闷、机械地倒脚，拖延时间，上演“跪着活”的荒诞
一幕。另一个赛场，同样已失1球的塞内加尔在最后
10分钟疯狂进攻，力图挽救败局。但最终日本的“战
术”得逞，在积分相同、净胜球相同、进球数相同、相
互战绩相同的情况下淘汰塞内加尔， 成为世界杯历
史上首个凭借黄牌数少而晋级的球队。

最后时刻不思进取，将命运交予他人，“跪着”求
活的日本没有像其他球队晋级时的欢呼和激动，嘘
声中的主帅西野朗也是面无表情。

日本其实十分幸运，首战小组最强的哥伦比亚，
对手开场3分钟就送上红牌加点球的“红点套餐”，从
而拿到最不可能而又最重要的3分。 次战塞内加尔，
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打出了自己的韧劲和血性。

但最后一战却暴露了日本狡黠的一面， 为了小
组出线，他们选择了在嘘声中比赛。然而这样的代价
太大，和球迷的期待、足球运动的本质相距甚远。

虽然日本如愿晋级16强，也是16强中唯一的亚洲
球队， 但跟伤停补时阶段抓住对方漏洞以2比0完爆
德国，血战到底“站着死”的韩国相比，抓住规则漏洞
“跪着活”的日本，却输掉了足球的尊严和球队的灵
魂。

足球场如战场， 取巧的战术或许可以赢得一场战
斗，但却难以赢得一场战役。“跪着”的日本还能走多远？

李宁

世界杯16强出炉 ，FIFA排名第一的德国和第八
的波兰意外出局，这让部分球迷感慨“盛名之下，其
实难副”。

FIFA排名基本还是靠谱的， 例如第二至第七名
都顺利晋级。但世界杯不是区域赛，这样高强度高关
注度的比赛中，团队要接受全面的考验，不光是个人
而是所有人，不仅有技战术还有意志力。德国面临新
老交替，面对场上困难，战术老套，缺乏应对的办法。
拉姆、施魏因斯泰格、克洛泽等一众老将退出国家队
后， 这支球队缺少领军人物。 波兰的表现也让人失
望，甚至积极跑动都不够，早早就被淘汰出局。最后
一场虽然战胜日本队，仅能挽回点颜面。波兰队总体
给球迷的感觉是缺乏对胜利的渴望， 莱万虽然是名
头不小，但每次到了世界大赛的正赛往往孤掌难鸣，
本次赛事三场比赛颗粒无收。

进入淘汰赛，场场都是生离死别，强强对决不允
许任何失误。越往后，短板的长度决定最后的结果。
主教练大局观如何、 队伍是否团结、“板凳” 是否够
深、求胜欲是否强烈，后勤服务是否给力，这些技术
之外的因素才是决定“其实能副”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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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赛尘埃落定。 被淘汰的16支球队各自启
程，踏上回家路。归期不同，滋味各异。

6月28日晚，日本队负于波兰，却凭借较少
的黄牌数“挤”掉塞内加尔，成为16强中亚洲唯
一的希望。 可惜的是， 因最后时刻与对方踢起
“养生足球”， 蓝衣武士失去了享受掌声和高光
的礼遇。

明明代表亚洲荣光，非要落下“一地鸡毛”。究
其原因，只因其余已被淘汰的“亚洲老乡”表现实
在风光也疯狂：12年后重返世界杯的西亚绿鹰沙
特队终于在最后一战迎风展翅，2比1没收了法老
最后的希望；袋鼠军团无功无过，但也曾在首轮让
高卢雄鸡赢得并不轻松；伊朗铁骑着实遗憾，但末
轮他们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差点要了葡萄牙的
“命”；站在卫冕冠军德国队的面前，“光脚”的韩国
只有0分，没有改变出局命运却倾其所有浇灭了战
车最后的气息，许多年后，这出“咸鱼霸气翻身记”

一定仍被人提起铭记。这些铁血代表，用自己的方
式扛起了亚洲足球的希望。

多拿了两张黄牌的塞内加尔熄灭了非洲大陆
之光，自此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但谁又能忍心苛责？ 萨拉赫喷涌的泪水与
伤痛无关、45岁的最年长门将哈达里老当益壮，
古老的法老军团离去时透着悲壮； 巴拿马被英
格兰血洗， 但37岁巴洛伊一脚破门打破历史谁
能不叫好？哥斯达黎加让五星巴西煎熬得发慌，
谁说“平民”不能发光？突尼斯时隔40年后终获
胜利，难道不应该为这枚果实拼命鼓掌？

16强依旧是欧洲与南美洲的主场， 但请别忘
记那些曾留下过霸气身影的“背景墙”。“维京狮
吼”冰岛仍有志书写“小国奇迹”；末轮战胜袋鼠军
团，尽管已无力晋级16强，却已是秘鲁时隔40年后
再次在世界杯笑傲全场；“最弱种子队” 波兰最后
关头开花结果，晚了一点，但至少拼过。

一路跌宕
一起鼓掌

� � � �北京时间6月29日凌晨，俄罗斯世界杯16强全部出炉。乌拉圭、葡萄
牙、法国、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比利时、日本进入“死亡上半区”；西班牙、俄
罗斯、克罗地亚、丹麦、瑞典、瑞士、哥伦比亚、英格兰进入同一阵营。更精彩
的大战即将上演，回顾来时路，球迷们有着多种滋味多种感慨———

理应上演“群龙聚首，鹿死谁手”的大戏，没想
到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诸侯列强差点“哑火失
声”，其慢热的状态着实令人冒汗揪心。

首轮之中的“西葡大战”最为吸睛，3比3的比
分让世界杯直入高潮。 尤其是C罗上演帽子戏
法，让无数观众坚信“好戏将纷至沓来”。但正是
这一出平局 ， 为双方后来惊险晋级埋下伏笔：
“双牙” 在后两轮被伊朗和摩洛哥这对亚非兄弟
折腾得不行，均尝到“一球小胜、历险闷平”的煎
熬滋味。

这就叫苦？不如看看南美双霸主。阿根廷从开
赛以来没过几天好日子，1比1闷平冰岛根本不算
啥，0比3被克罗地亚狂虐才是彻底掉进泥淖。要不
是最后一战梅球王发了飚，罗霍“补一脚”，估计潘
帕斯雄鹰此时已踏上返回南美大陆的归途。 桑巴
军团巴西被瑞士军刀“磨”成平局，好在醒悟得快，
随后两场2比0还算对得起胸口的五星。

高卢雄鸡和三狮军团状态相对在线， 迄今为
止还未遭遇太大风浪， 尤其是英格兰将巴拿马虐
出6比1的“新高度”着实酣畅。但两者均在末轮之
战中“落下口舌”———法国与丹麦踢出本届世界杯
首张白卷， 英格兰搭档比利时上演开赛以来堪称
最无聊的“强强对话”。

虽跌跌撞撞，但以上强队还是挤进了圈，只剩
下卫冕冠军德国队“走着走着就散了”。如果说首
轮败给墨西哥是状态不佳， 那么末轮0比2被太极
虎掀翻则充分应了那句“慢热过猛，只好凉凉”。说
好的剑指冠军， 说好的最稳定的战车， 全化为泡
影，即使曾绝地反击战胜瑞典让人重生希望，也已
不值一提。

不稳定发挥最终造成了1/8决赛上半区强队
云集。葡萄牙队、法国队、阿根廷队、巴西队等悉数
在列，要想从“死亡半区”突出重围，还得拿出“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霸气。

平平淡淡才是真， 步步为营才能赢。 三轮过
后，那些“常年到此一游，总缺夺冠成色”的“中流
常客”倒是发挥稳定。

乌拉圭、克罗地亚、比利时成为小组赛“连胜
三剑客”，赢得干净爽快，进球数也是“杠杠的”。南
美强者末轮不惧东道主，痛快踢出3比0；不管阿根
廷有多牛，格子军团大灌3球。

最让人佩服的是比利时。再次来到世界杯，欧
洲红魔威霸四方，3比0轻取巴拿马出师大捷，5比2
再擒突尼斯惊艳四座，本以为红魔会收收手，没想
到最后一战对阵英格兰愣是来了一记“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贾努扎伊一脚把球队踢成了小
组头名，也将自己和兄弟们送进了“死亡上半区”。
不知是福是祸，不过这般勇气，真心可以！

两位常年造访世界杯的“哥”这次也挺争气。
墨西哥小小一球就让德国慌了阵脚，此后踢出2比
1让太极虎不得不服；哥伦比亚也挺顽强，快速摆
脱首战失利阴霾，最终后来居上拿到第一。

一众往日里“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球队也贡献
出不俗表现：俄罗斯揭幕战5比0轻取沙特，次轮3
比1送走“法老”，虽然末轮不敌乌拉圭，不过也霸
气宣告自己才不是“最弱东道主”；此外，用“一场
闷平”刁难过巴西的瑞士、把德国逼到最后一刻的
瑞典、没泛起太多涟漪的丹麦也都顺利突围。

或许他们不及大牌云集的豪强那般高光闪
耀，或许他们早已被贴上“普通人”的标签，但正是
凭借“不求出彩，步步为营”的踏实与朴素，他们配
得上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换来的好运。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慢热“老铁”踉踉跄跄

稳定“中流”反倒不慌

实力“陪跑”却最疯狂

平心论

“跪着”的日本
能走多远

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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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队球员贾努扎伊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