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黑“逗”
平心论

罗曼蒂克消亡史
苏原平

仅仅相隔4个小时 ，梅
西、C罗的世界杯冠军梦先
后破碎。 这对世界足坛的
天之骄子， 关于俄罗斯世
界杯的故事在同一天戛然
而止。

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坏的足球时代，因为在
同一个时代里， 世界足坛仿佛只有梅西和C罗；
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足球时代，因为这对
绝代双骄在过去10年间联袂上演的巅峰对决，
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罗曼蒂克史”。

10年来，梅罗二人“相爱相杀”，在对“球王”
的追逐中几乎以每一个赛季、每一场比赛、每一
粒进球为刻度， 轮番霸占世界足坛的最高个人
荣誉。从“金球”到“金靴”，从西甲到欧冠，只要
是巴萨和皇马出现的赛场， 就是他们的竞争舞
台。然而，世界杯却是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19岁的少年姆巴佩以一次 “造点”、
两粒进球， 击碎了梅西又一次冲击大力神
杯的梦想时， 梅西是否会想起12年前德国
那个梦幻的夏天？ 当年19岁的梅西横空出
世，世界杯首秀惊艳的一传一射，让人
们记住了这个长发飘飘的阿根廷少年。

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梅西、C罗已经第
4次追逐自己的世界杯梦想。12年前，C罗跟随老大
哥菲戈闯入德国世界杯4强。4年前，梅西率领潘帕
斯雄鹰杀进巴西世界杯决赛， 却惨遭德国格策的
绝杀。这是梅罗二人距大力神杯最近的时刻。卷土
重来， 正当人们期待绝代双骄首次上演世界杯史
诗对决时，他们却同时倒在了8强门外。

1/8决赛横空出世的姆巴佩，映衬了两个落
寞的身影，似乎宣告“梅罗时代”的终结，也为两
人画上“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句号。

当充满青春、激情和荷尔蒙的青春风暴，将
老迈的阿根廷、 葡萄牙冲得溃不成军时， 姆巴
佩 、登贝莱 、帕瓦尔以及内马尔 、热苏斯等 “90
后” 将注定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主角， 演绎新的
“罗曼蒂克”。

插个广告
周倜

“蒙牛把梅老板牵回
家了， 长城汽车把总裁拉
回家了， 我怎么觉得华帝
退全款这事儿越来越靠谱
了。”睡醒睁眼的小黑刷到
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这当然是句调侃。“梅罗天王”踏上归途，小
伙伴只能借助他们的广告代言“睹物思人”：“我
不是天生强大， 我只是天生要强”“从优秀到领
袖，从精彩到喝彩”，两位天王的代言果然一语
惊人尽显霸气 ；姆巴佩的表现堪称神勇 ，如此
下去，赞助法国队、赛前扬言“若夺冠，退全款”
的厨电品牌华帝公司有望成为 “最壕金主，最
燃盟友”，不得不佩服他们“砸得多，投得准”。

相比之下，世界杯比赛间隙“神广告”的狂
轰滥炸就逊色不少了。“某直聘”“某蜂窝”“某多
多”“某乎”的轮流播出，彻底诠释什么叫真正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简单粗暴，十分洗脑。它
们成为一票球迷喘气换台的首要理由，却成为
大家无法忽视的对象，耳边不断回响“嗡嗡嗡”
和“为什么要”，这大概就是所说的“被植入”。

不得不承认， 神广告在世界杯比赛间隙的
尬舞确实霸气 。通过重复喊某句广告词 ，以达
到加固观众记忆的目的，这确实是广告营销的
重要法则。 世界杯期间上个广告本身就难，谁
都想自己的品牌在有限的时间被人记住，抢占
流量“C位”，因此，“突出产品名”就成为最好且
最快的手段。

它们的“霸屏”虽然场面可怕，音效极佳，但
着实造成“企业一时爽，观众挺烦恼”的尴尬。绝
非指责，毕竟这是市场营销的生存之道 ，可在
小黑看来 ， 其实有着大把的正面教材可以效
仿。青岛啤酒、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等品牌都有
线上线下联动， 都有主题影片或艺术作品，都
将足球巧妙地植入文案。 没有洗脑式的重复，
没有“大场面”加持，却“润物细无声”般将艺术
与品牌兼顾。

复读机式的洗脑，吃了兴奋剂似的叫嚣，财
大气粗的神广告何时才能消停 ？ 小黑不得而
知，唯有“先静音为敬”。

以己之长
攻敌之短

李宁

本届世界杯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7.4岁，
青春逼人。法国的平均年龄是26.4岁，仅大于尼
日利亚 （24.9岁）、 德国 （25.7岁） 和英格兰
（25.9岁），而阿根廷已经是29.6岁。但我在赛前
就认为法国会赢，并不是仅仅因为法国球员更年
轻，而是因为法国主教练德尚之前的表现。

从比赛过程来看，德尚既定战术就是诱敌
深入、防守反击、长传冲吊、长途奔袭、短程突
破。 他如此气定神闲就在于球员是如此年轻，
个人能力是如此突出。他针对性的战术安排完
全困住了梅西，之前的以逸待劳也早已为胜利
抢得先机。阿根廷的战术也是成功的，例如利
用梅西吸引法国更多防守球员而给队友带来
好的机会，或者利用梅西精准的传球技巧为队
友助攻。

但是高手对决，差别尽在毫厘之间 。姆巴
佩实在是太快了，快得无法防；而梅西实在跑
动太少了， 少得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望尘莫及。
德国队的球员虽然也年轻和有才华，但是勒夫
不能像德尚那样制定如此出其不意的战术，而
是老套地整体推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才
是法国真正成功的原因。

岁月神偷
胡劲波

岁月你别催，让时光列车轻轻地驶到2003
年8月20日， 葡萄牙队场中有个18岁男孩在努
力奔跑，他叫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岁月你别追，让时光轮船轻轻地泊在2005
年8月17日， 阿根廷队场边有个18岁男孩等待
着上场，他叫里奥·梅西。

欣赏了5年葡萄牙黄金一代的C罗， 享受了
4年阿根廷历史荣光的梅西，将前辈的衣钵亲手
接过，宣告开启了一个双星闪耀的新时代。

自2008年，整整十年。俱乐部、国家队都将
他们视为绝对的核心。

正当梅罗双星奋力奔跑， 试图一圆世界杯
世纪之战的期待时， 却发现岁月神偷已悄悄逼
近。

2018年，正好十年。
当31岁的梅西看着对面19岁的姆巴佩在

击溃球队时，他可曾想起自己19岁的模样，无奈
时光。当33岁的C罗拼尽全力，甚至因抱怨裁判
吃到黄牌，下场比赛将停赛，以图换取奇迹时，
却发现葡萄牙已经没有下一场，无奈时光。

姆巴佩梅开二度，卡瓦尼梅开二度，岁月神
偷梅开二度，让梅罗之战曾
经近在咫尺的世纪对决 ，

最终远若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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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荣耀

葡萄牙1比2不敌乌拉圭，无缘8强。图为克·罗纳尔多（右）在比赛中拼抢。

王亮

面对俄罗斯“大巴”，西班牙
被逼到点球大战 ， 最终无功而
返，倒在了8强之外。东道主俄罗
斯成功上演“莫斯科保卫战”！

俄罗斯赢得丑陋吗 ？ 没得
洗 。因为比赛的确 “艰涩 ”，20多
个人挤半场， 这不是踢足球，这
是下饺子； 俄罗斯赢得漂亮？也
有道理，他们选择了正确的技战
术 ，而且执行完美 ，最终上演了
以弱胜强的好戏。

足球比赛是11人对11人的
团队竞赛，技战术对比赛的影响
太大了。 选择合适的技战术，韩
国可以2比0击败德国，俄罗斯也
能淘汰西班牙。 该认怂认怂，该
龟缩龟缩 。 毕竟足球场上没有
“诗和远方”，唯一的生存法则就
是赢球。

责怪 “摆大巴 ”伤害了美丽
的足球 ， 声讨足球不能太过功
利？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漂
亮话。

胜者为王
“大巴”有理

诸葛不亮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王亮）北
京时间7月2日凌晨， 俄罗斯世界杯16强
淘汰赛第3场争夺结束，西班牙和东道主
俄罗斯在120分钟时间里战成1比1。点球
大战中，西班牙两度射失，最终俄罗斯以
5比4取胜，成功上演“莫斯科保卫战”，晋
级8强。这个成绩也创造了俄罗斯参加世
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

回顾两队以往的战绩， 俄罗斯对阵
西班牙仅为2平4负。 尽管这次占据东道
主优势，俄罗斯也不被外界看好。整体实
力不如对手，想要获胜，只能在技战术上
下功夫。俄罗斯果断采用了541，在球门
前“摆上大巴”。

120分钟的时间里，西班牙的控球率
达到惊人的79%，但面对人高马大的俄罗
斯，破门办法不多、得分机会寥寥。从守
门员到后卫，俄罗斯众志成城，发挥出极
致的防守水准。

比赛的两粒进球都发生在上半场。

第11分钟，西班牙取得领先，阿森西
奥右路任意球传中，伊格纳舍维奇背对来
球防守拉莫斯，皮球打在他的腿上弹入网
中。38岁352天的老将伊格纳舍维奇制造
了一个尴尬的纪录，成为世界杯中打入乌
龙球的最年长球员。 俄罗斯第41分钟扳
平，久巴角球混战中头球攻门打在皮克伸
起的手上，裁判判罚点球，久巴亲自主罚
命中。

下半场和加时赛，俄罗斯始终保持高
强度的防守， 西班牙也曾获得进球机会，
但俄罗斯守门员阿金费耶夫发挥神勇，力
保球门不失， 双方最终1比1进入点球大
战。

点球大战中， 压力似乎倾斜到了实力
更强的西班牙这边。俄罗斯的5位罚球员全
部踢进，阿金费耶夫也保持了全场比赛的灵
敏嗅觉，扑出了科凯和阿斯帕斯在第3轮和
第5轮的射门，俄罗斯最终以4比3拿下点球
大战，大比分5比4笑到最后。

一“夫”当关
俄罗斯点球大战击败西班牙，晋级8强

陈惠芳

又一支曾经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
队，离开了。

这一次，轮到了西班牙。这一次，轮到
了被称为“小白”的伊涅斯塔。

点球大战！命运的天平，倾斜，平衡。
平衡，再倾斜。终于，平衡。就是这一“点”，

磕掉了“牙”。
俄罗斯的家， 就在这

里，留守。西班牙的家，却在远方，回去。
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了这一“点”。悲

与喜，都聚焦到了这一“点”。
这一“点”，很重。重得连呼吸都窒息。这

一“点”，很轻。轻得连眼神都飞扬。
这一“点”，像一个问号，匍匐在那里。一

弓身，就成了感叹号。
一走动，就成了句号。
就凭这一“点”，胜利与失败都赢得了尊

重。

图为俄罗斯队守门员阿金费耶夫用脚踢出西班
牙队阿斯帕斯的点球。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就是这一“点”磕掉了“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