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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原平

世界杯淘汰赛正式打响，10支欧洲球队、5
支美洲球队和1支亚洲球队将捉对厮杀，争夺8
强席位。非洲球队则全军覆没。

本届世界杯，14支参赛的欧洲球队有10支
晋级16强，为近几届世界杯之最 。虽然未能打
破 “卫冕冠军魔咒”， 但在德国惨遭淘汰的背
后，却是整个欧洲足球的崛起。俄罗斯、丹麦、
克罗地亚、瑞士和瑞典等“第二梯队”的突围，
壮大了欧洲足球的势力。

从战术、风格来看 ，本届世界杯几乎成了
“欧洲杯”。高效紧凑的传控、防守反击的战术
打法， 成为世界足球潮流新一轮的发展方向。
不管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美洲球队，还是
日本、塞内加尔等亚非球队，都进一步向欧洲
传控足球风格靠拢。

4年前的德国，用传控足球将巴西击溃 。4
年后， 在蒂特带领下掌握了传控足球诀窍的
巴西一场踢得比一场好。 他们在德国出局后
的4小时 ，便用高速紧凑 、勇于纵深冒险的传
控足球击败塞尔维亚， 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
赛。

现在，越来越多的南美球员年纪轻轻便接
受欧洲足球文化的熏陶，逐渐改变了其国家队
的作战风格和战术打法。无论是法尔考、苏亚
雷斯、卡瓦尼等大牌球星，还是伊斯基耶多、托
雷拉、本坦库尔等新秀，都早已在欧洲五大联
赛打拼，美洲球队阵容中在欧洲效力球员的比
重不断增长。欧洲足球的风潮已经从南美双雄
巴西、阿根廷蔓延到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其他
美洲球队，球员技术动作更加简洁、实用，球队
打法更加注重传控和效率，桑巴的狂野、探戈
的奔放、美洲大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球队
风格中愈发少见。

流畅的传控体系和对比赛节奏的把控 ，
是日本战胜哥伦比亚、逼平塞内加尔的关键 。
可以说，日本是传控足球在亚洲的衣钵传人。

虽然几乎每支非洲球队都有效力于欧洲
五大联赛的球员压阵，但他们常年不改一盘散
沙的状态， 踢不出传控足球的整体和高效，全
军覆没在所难免。

一直以来，“欧洲对美洲”是世界足坛的主
旋律。本届世界杯，在德国出局的情况下，日趋
“欧化”的美洲球队能否再次登顶世界杯？

平心论

又见
“欧洲杯”

王者荣耀

还不认真点？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又是一场遗憾的平局。
6月30日，2018赛季中乙联赛第14轮

比赛展开，凭借张浩的关键进球，湖南湘涛
华莱在益阳主场1比1与苏州东吴握手言
和，这已经是湘涛华莱连续第5场平局了。

湘涛华莱上轮主场3比3战平南通支
云后，近六场比赛2胜4平保持不败，但4场
连续平局也给了球队不少压力， 从教练到
队员都憋着一股劲要拿下比赛。

比赛中，湘涛华莱控球时间更多，射门
也领先对手，但临门一脚欠缺准星和运气。
第59分钟， 苏州东吴左边路突破传中，谭
福成接应到位射门得分。第78分钟，王君
左路带球突破横传， 张浩及时赶到推射破
网，帮助湘涛华莱队扳平比分。

湘涛华莱队主教练裴恩才赛后说：“比
赛中我们先落后，队员一直没有放弃，先是
扳平比分， 然后直到最后一秒还在争取绝
杀的机会。本场比赛我们占据了优势，创造
出很多得分机会，但门前一脚还有欠缺。”

连续平局，湘涛华莱队离胜利有多远？
裴恩才说：“这是球队连续第5场平局了，离
胜利肯定是越来越近了。”

打入1球的张浩是湘涛华莱队拿下1分
的第一功臣。第12轮客战江西联盛打入1球，
上轮主场又上演帽子戏法，近3轮进了5球的
张浩状态火热。赛后他告诉记者：“最近自己
训练质量很高，各方面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
水平上。教练和队友也一直在鼓励我。”

对于球队5连平的局面，他认为：“大家
有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吧。 一些领先的比
赛最后却踢平的确非常遗憾， 这也说明球
队还需要磨合和提高。”

本轮比赛后，中乙联赛将进入为期两周
的间歇期，第15轮比赛将在7月14日展开。

主场1比1，连续第5场平局
湘涛离胜利有多远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俄罗斯世界杯正式进入“大
战时刻”，在北京时间6月30日
22时打响的首场1/8决赛中，
法国队以4比3“送”走了阿根
廷队， 继续前行。19岁小将
姆巴佩势不可挡， 成为当
之无愧的全场MVP。

小组赛中， 法国队并
未体现出自己纸面实力上
压倒性的优势， 但擅长
“玄学”取胜的他们习惯

了“慢热”；而阿根廷一
路跌跌撞撞，直到小

组赛最后一轮才
全面苏醒，搭上

进军16强的
末班车。

如此大战，对于首次站上世界杯舞台
的19岁小将姆巴佩而言， 新鲜而兴
奋。开场以后他迅速进入状态，第7分
钟他在禁区前被放倒帮助法国获得
任意球机会，可惜格列兹曼极具威胁
的直接攻门打中横梁。仅过了4分钟，
再次带球快速杀入禁区的他被罗霍
放倒又获得点球，格列兹曼一蹴而就
改写比分。第40分钟，法国后防出现
失误，迪马利亚出其不意的一脚远射
直中死角，阿根廷扳平比分。

易边再战，进球不断。第48分钟，
梅西门前抽射击中队友梅尔卡多折射
入网，阿根廷完成反超。但法国队马上
还以颜色，第57分钟，帕瓦尔禁区外一
记世界波破门， 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
跑线。

僵局之下， 又是姆巴佩！ 第63分
钟，他在禁区内闪转腾挪，再次将比分
反超。这一粒进球充分激发小将体内荷

尔蒙，5分钟后， 他推射再下一城。19岁
小将的“梅开二度”让人想到20年前那
个千里走单骑的18岁少年欧文， 当时
的他，也曾近乎疯狂地击溃了潘帕斯雄
鹰的整条防线。20年后，又一位风头正
好的少年，成为了在世界杯中取得两粒
进球的最年轻球员。

4比2，仍未摧毁阿根廷的意志。第
92分钟， 梅西的长传精准地找到了门
前的阿圭罗， 后者头球攻门， 扳回一
分，只是“剩余时间已经不多了”。

4比3， 年轻的法国队拉下了欲展
翅重飞的潘帕斯雄鹰。 姆巴佩笑着离
场的另一边，是梅西无尽的感伤。但整
场比赛， 谁又能说梅球王几次完美的
助攻不漂亮？

梅球王结束了俄罗斯之行， 所有
人渴盼的“梅罗之争”终究无缘上演。
可是所有人都看到了年轻的新星，他
是19岁的姆巴佩。

少年攀天

“射”雄鹰

陈惠芳

4比3！瞠目结舌的比分，波澜壮阔
的比分！单挑的淘汰赛，一开始就亮出
了狰狞的面目。

如果将阿根廷比喻成一座煤窑 ，
那么梅西就是煤老板 。“法国飓风 ”以
摧枯拉朽的速度，摧毁了这座煤窑。

“法国飓风”的中心是姆巴佩。这让
我想起阿根廷曾经的“风之子”卡尼吉
亚。所向披靡，不可阻挡。

已经没有力气为阿根廷和梅西哭
泣，包括主教练、球员、球迷。一切都有气

无力。这样的飓风过于猛烈，过于不
可一世，我以及我们都放弃了哭

泣的权力。有气无力，是因为尽力了。
是尽力了，才导致了有气无力。

年轻的法国战胜了年迈的阿根
廷。飓风所至，煤窑倒塌，势在必然。
法国露出了一点点冠军相， 是有那
么一点点。阿根廷成了垫脚石，是悲
剧，也是喜剧。

阿根廷破产，“煤老板”停工。很
多期待中的一种期待，随之破灭。

阿根廷要走了 ， 梅西要走了 。
我没有说忍住了眼泪 ，因为没有了
眼泪。 无泪的眼眶之中， 我依
旧投射出希望的光芒 。惨
痛之后的阿根廷 ，定会焕
发青春。

阿根廷破产，“煤老板”停工

老王让位？ 新王驾临

梅西无力回天。

姆巴佩势不可挡。（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 � 一边是克罗地亚小组赛三连胜，一
边是丹麦的连续18场不败。7月1日的16强
战中，作为同在1998年世界杯创造队史最
佳战绩的球队，克罗地亚与丹麦无疑将再
创历史， 究竟是谁将在这次提前上演的
“黑马之争”中胜出？

克罗地亚主帅达利奇在小组赛展现
了强烈的进攻欲望，一般说来首场会采取
求稳拿分的战略，但达利奇首场就遣出多
名攻击手，三场比赛中，进攻一直是主基
调，他的大胆激励了球员，也得到了连续
赢球的回报。

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中， 仅有3支队
伍全胜晋级，克罗地亚即是其一，这也是
他们20年来首次晋级淘汰赛。三连胜也是
克罗地亚在世界杯上最长的连胜，同时创
造了连续7场有进球的纪录。

如今的这支克罗地亚队是妥妥的“黄
金一代”，队中群星闪耀，平均年龄27岁零
10个月，莫德里奇、拉基蒂奇和曼朱基奇
等一干球员迎来职业生涯巅峰时期，都是
各自俱乐部的主力，他们丰富的比赛经验
也带来满满的自信。总有人拿这一代球员
与1998年的球员相比，在超越前人的目标
刺激下，人人都渴望创造历史，他们的目
标绝不会止于16强。

相较之下，从阵容到历史战绩，丹麦
队则似乎是弱势的一方。在过去四届世界
杯上，入围半决赛的球队均在小组赛最后
一轮取胜， 这次克罗地亚末轮战胜冰岛，
而丹麦战平法国。之前两队唯一一次大赛
决赛阶段的交手是1996年的欧锦赛，当时
克罗地亚3比0击败丹麦。 虽然被视为鱼
腩，丹麦队场上可不会轻易放手，必定会
放手一搏，克罗地亚是否会重蹈“骄兵必
败”覆辙也未可知。

小组赛中，丹麦踢得略显保守，末轮
还与法国“默契”战平，三轮仅收获2球。丹
麦队虽然放话称淘汰赛将会开启攻击模
式，但同时也说最重要的是赢球，而不是
追求精彩的过程， 但从进球数看攻击力，
丹麦要逊于克罗地亚。丹麦队小组赛仅25
次射门，这说明他们需要解决前场30米进
攻区域的控球问题，拿不住球就谈不上射
门。在后防上，丹麦队门将舒梅切尔表现
不错，只有一个点球的失球，三场扑救14
次，仅次于墨西哥门将奥乔亚的17次。

鉴于淘汰赛的一场定胜负，双方唯一
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克罗地亚“中场双
子星”莫德里奇和拉基蒂奇小组赛联袂贡
献7球中的三粒进球， 如果丹麦找不到好
方法限制他们的发挥，或将目送克罗地亚
首次在21世纪的世界杯中晋级八强。

(据新华社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6月
30日电)

克罗地亚与丹麦
上演“黑马之争”

杨又华

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喀山竞技场的
绿草地，他站在暗影里，满是胡碴的脸
上显得疲惫、苍老而落寞。

在3万多人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
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叫姆巴佩的黑小
子，那个脸上写满青春、自信和欢乐的
年轻人，那个才华横溢、速度如风的年
轻人，眼神中透着几分无奈，不经意间
也露出了几分欣慰。

“结束了。也许，我的时代真的结束
了……”他轻轻叹口气，加快步伐，消失
在球员通道。

历史一定会记住这意味深长的一
幕。多少年后回过头来看，球迷们都会
既伤心又欣慰地想起这一刻 。2018年6
月30日晚，全世界的球迷们带着五味杂
陈的心情，见证了绿茵场上一场跌宕起

伏、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一场新老王
者的交接仪式。

“老王” 梅西其实并不老， 他才31
岁 ， 他与C罗仍是当今足坛并峙的双
峰，他仍有能力在俱乐部队创造新的纪
录。但是，对于他的国家队来说，他的时
代真的结束了。并且，让他和他的粉丝
们最不甘的是，他的国家队时代辉煌未
现，即此凋零。

绿茵场上就是这么残酷。未来永远
是属于更年轻的人的。世界杯冠军的梦
想，对于梅西和他的队友们来说，他们
确实太“老”了。而今天那个大杀四方、
隐隐然已有王者之相的姆巴佩，还不到
20岁 。 他的队友们大多也都很年
轻。

年轻 ，就是锐气 ，就是冲
击力 ，就是创造力 ，就是无限
的可能。

现代足球， 速度、 强度在不断地增
加，进一步加快了足球场上的新陈代谢。
明了自然的“天理”，梅西和阿根廷队的
拥趸们借酒浇愁、向天长叹一声就好。

老王已矣， 且看新王如何挥洒青
春，再续精彩，且看他能否长驱关隘，成
功加冕。

周倜

掐指一算，4年一届的世界杯只剩下十几
场了，之前落下太多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上
车了！

1/8决赛全面打响， 小组赛连卫冕冠军都
滑铁卢了，还有什么是不能发生的？

豪门在小组赛中变着法子地 “作 ”。好吧 ，
齐心合力“作”出了一片“死亡上半区”。大家最
想看的“梅罗之争”已没有机会上演了，还是换
种口味，看看别的好戏吧。

德国男模天团已经落地祖国各回各家
了，五星巴西的夺冠路少了个巨大的难题 。不
过落入上半区，他们将迎来墨西哥的挑战 。希
望内马尔可以在赛场少摔倒 ， 他大概还不知
道，祖国那头有他的粉丝居然想出“内马尔摔
一跤送一杯啤酒” 的优惠大酬宾活动 ， 以此
“祈祷”这个“一碰就倒”的小王子能少受一点
摔倒之苦。

稍微舒服一点的只有比利时，他们将跟蓝衣
武士日本展开对决。蓝衣武士们，这次想要突围，
靠“牌”已经不管用了，请拿出亚洲足球该有的雄
风吧！

相较而言，下半场可谓“表面平静，背后暗
涌”。人人都有创造奇迹的资本。

“老乡见老乡 ，杀气团团冒 ”。率先登场的
克罗地亚在小组赛末轮比赛有近十名主力得
到不同程度的休息，能有这种福利，可见阵容
有多完整， 面对丹麦队 ， 一场恶战不容置疑
了。而另一边，一个是有世界杯巨人杀手之称
的北欧海盗瑞典，一个是近年来已磨得“亮晃
晃” 的瑞士军刀， 名号一个比一个响亮 ，“凶
狠”程度可见一斑。

斗牛士碰到东道主运气还算好，西班牙可
以好好把握一下。可是他们下场可能的首发甚
至罚点球的球员及顺序已被本国媒体提前曝
光，小黑不禁问一句：“各位同行，你们确定是
在帮国家队助威吗？”

整个下半区就属哥伦比亚最孤独，他们将单
挑整个欧洲杯的球队。但球队如今正处于黄金时
期，法尔考、 J罗都是拿得出手的王牌。已有不少
进球入账的三狮军团，要提防住“咖啡军”的“团
团香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