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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又华

日本队输了，成为最后一支
离开世界杯赛场的亚洲球队。

非常遗憾 ， 他们在胜利触
手可及之时 ， 没有及时作出人
员调整（主教练西雅朗说 ，2比0
领先时还想再进一球 ），导致阴
沟翻船。

看成绩 ， 本届世界杯亚洲队差强人
意。但看过程，看场面，看细节，亚洲足球
进步明显。他们的表现，足可赢得全世界
球迷的尊敬，完全可以昂首回家。

韩国队2比0掀翻卫冕冠军；伊朗1比0
力克撒哈拉骑兵摩洛哥、1比1逼平欧洲冠
军葡萄牙；沙特知耻后勇，最后一战2比1
绝杀北非劲旅埃及 ； 日本队更是斩关夺
隘，半只脚踏进了8强。

就像工业化 、全球化的推进 ，正一步
步将世界“拉平”，现代足球理念 、训练方
法、技术手段的交流、推广、普及，以及高
水平联赛的国际化，使得足球世界也变得
扁平化起来，强弱分明的格局已经开始被
打破。

亚洲球队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得益
于足球的全球化。日本、韩国和一批西亚
国家都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内联赛，同

时， 拥有一大批海外注册球员，
其中日本的海外注册球员达到
500多人。

全面开放 ，潜心学习 ，并根
据自身条件铸造特色，几支亚洲
强队迅速成长，在悄悄拉近与世
界强队的距离。看本届世界杯不
少场次的比赛，一种直观的感觉

是，几支亚洲的代表球队已初具与世界传
统强队一较高下的实力。 尤其是日本队，
其脚下技术的细腻、传控球的精准 、防守
的弹性、进攻的犀利、体能的充沛、打法的
先进，真心让人佩服之至。

“看看人家！”目睹我们的“敌手”们在
世界杯赛场玩得风生水起，中国球迷真是
羡慕嫉妒恨，“宝宝心里苦”哇！

球迷心里苦不打紧，几罐啤酒可暂时
给消了 。 关键是有关各方———我们的球
员、教练、主管官员、俱乐部 、专业媒体等
等人士，应当有深深的“震撼感”“刺痛感”
“耻辱感”，把差距认清，把问题找准，把办
法找到，把虚矫苟且、急功近利的积弊扫
除。苦心孤诣，励精图治 ，埋头奋斗20年 、
30年， 中国足球或许有可能摆脱沉沦，逃
出生天。

日本足球的启示
苏原平

被誉为“黄金一代”的夺
冠热门比利时， 竟然被亚洲
“独苗” 日本队在4分钟内连
灌两球，逼入绝境，最后不得
不依靠身体、 体能优势以及
一次经典的 “压哨” 防守反
击，才以3比2逆转比分，涉险过关。

尽管日本队无缘八强， 但以日本队为代表
的亚洲足球，凭借他们所展现的团队意识、技术
特点和意志品质， 在本届世界杯给世界球迷留
下了深刻记忆。日本足球的进步和成功，也给中
国足球带来启示和思考。

一度将世界排名第三的“欧洲红魔”逼入绝
境的， 是日本队长期坚持的严密精湛的整体传
控战术。早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日本就凭借整
体传控战术，击败喀麦隆和丹麦，晋级16强。

反观中国足球，朝三暮四，一会儿学巴西，
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学西班牙，往往画虎不成
反类犬。中国足球应像日本一样，要有十年磨一
剑的执着与坚持， 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融入自
己的特点，打造出自己的倚天剑。

亚洲联赛的对抗强度和技术水平， 远不如
欧洲联赛。无论日本、韩国，还是比利时以及美
洲球队，都支持优秀球员征战欧洲顶级联赛，从
而带动本国足球水平的提升。本届世界杯，日本
阵容中效力于欧洲联赛的球员达到15人。 有数
据统计，日本目前留洋球员超过300人 ，其中40
多人成为一线队的主力。 中国被寄予厚望的张
玉宁，始终无法在欧洲一线队站稳脚跟。中国应
支持鼓励更多的球员走出去， 学习和吸收世界
先进的足球理念和技术。

长久以来，完善的校园和俱乐部青训体系，
是日本足球领先亚洲的关键。 中国足球不缺少
资本和市场， 如何运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构建起
适合我们的青训体系，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足球应吸取日本足球的成功经验，尊
重足球规律，做好长期规划和阶段目标，确保体

系科学的青训和国家队建设的延续
性 。唯有如此 ，中国足球才
有希望分享世界杯盛宴。

周倜

若非亲眼所见，小黑还认为这
支亚洲劲旅日本队仅仅依靠 “鸡
汤”和“鸡血”而生存。

3月初小黑去了日本， 有幸目
睹日本足球的发展历史。依然清晰
记得参观日本足球博物馆时的震
撼。2002年世界杯， 这座博物馆作为 “纪
念”应运而生。

说到日本足球，不得不说日本人引以
为豪的对 “归化球员 ”的引入 。1992年 ，中
场大师拉莫斯的“归化”改变了日本足球，
有人说他的到来让日本足球少走10年弯
路，又有人说他的成功启发了日本足协一
门心思搞归化的野心。随后三都主、内尔
松等人的到来帮助日本足球在短时间内
突飞猛进。

极具国民情结的日本在 “外来人”身
上挖掘了本国足球的希望。与同行交流中
得知，日本国民对于归化球员抱着满满的
“yes”姿态，在他们心中，正是这些异乡人
的加盟提高了日本足球的水平，也大幅度
提升了国民对足球的期待。加之大部分归
化球员来自巴西足球王国，使得先进的足
球理念和足球文化在日本迅速普及。

如果说归化球员的加入提供了新鲜
血液， 那么申办世界杯期间日本 J联赛的

推出，以及与高中联赛的完美配
合就是一剂“自我造血”的良方。
得益于此，日本职业青训球员与
学生球员间输送渠道相当畅通。
加之此前归化球员促进了日本
足球水平稳步提升，吸引年轻一
代投身足球事业。本届世界杯的
柴崎岳、大迫勇也、冈崎慎司、本

田圭佑等都是从高中联赛萌芽，在J联赛中
脱颖而出。

有人才有良方，何愁没有影响力？“人
才” 成为日本足球得以稳步提升的密码。
对 “外来人”， 有 “归化” ，更有 “高级归
化 ” ———鼓励他们在训练比赛之余融入
日本文化， 更好地了解日本这个国家；
对“自家人”，有“扩大”，更有“科学
扩大”———关注其职业化转型，也
注重文化知识学习、 为人处世
等方面的培养，以便更好适
应社会。

记得当时离开日本
足球博物馆时 ，负责人
松岛小姐笑着说 ：归
化球员的引入 、青
训人才的储备永远
不会过时， 中国也
一样可以， 甚至更
有优势。

“看看人家！”

小黑“逗”

陈惠芳

没有大牌球星，后果相当严重。
其中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球迷失去倾

向性，对胜负无所谓。无所谓，也就没有了
以往那种牵肠挂肚的效果。 阿根廷与葡
萄牙则不同。 每次从广告片中看到梅西
与C罗的身影，我依旧有那么一点心疼与
不解。走自己的路，看人家的球。大牌球星
的心里，也苦。

今夜，我成了“无所谓”的球迷。瑞典
与瑞士，球员一个比一个陌生。唯一熟悉
的伊布，没来。瑞典的诺贝尔奖和瑞士的
钟表，名气大得多。

输赢无所谓，只要多进球。我真是想得
美。“两瑞”之战，上半场热闹有余，精彩不
足，一副奔0比0而去的架势。我嘀咕：别打

了，直接踢点球吧，大家都省时省心省力。
当然，我这种想法幼稚可笑。总是不

进球，烦躁啊。消除烦躁的方式有：主教练
靠咆哮，我靠嘀咕。

幼稚可笑的想法， 下半场被及时终
结。消除幼稚可笑和烦躁的人，站了出来。
瑞典的折射，折了瑞士的前程。游戏结束
了。没有大牌球星的游戏，同样结束了。

还是套用海子的诗歌。 海子说：“姐
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我
说：“福斯贝里，今夜我不关心去留，我只
想你的球。”

因为，你避免了30分钟加时赛，避免了点
球大战。早结束，早解脱。早解脱，早回家。

读秒阶段的插曲，只是插曲。“红牌+
点球”改判成“红牌+任意球”，只是“无可
奈何花落去”的那朵花，多回眸了一次。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王亮）北
京时间3日晚，北欧海盗瑞典凭借一记乌
龙球，以1比0击败瑞士，时隔24年再度晋
级世界杯8强。

小组赛中， 瑞典力压德国和墨西哥，
以F组第一的身份出线，瑞士则紧随巴西
之后，位列E组第二。本场对决之所以不
受关注，一是两队都不是豪门球队，二是
两队都没有令人期待的巨星。

两支球队都强在整体， 擅长防守，但
缺少能力突出的球员，因此本场比赛相对
平淡，与前几场淘汰赛比起来沉闷很多。

比赛中，瑞士优势稍大一些，控球时
间和射门次数更多一些，但优势无法转化
成得分。 全场唯一的进球诞生在第66分

钟， 瑞典队托伊沃宁前场左侧横敲弧顶，
福斯贝里得球后劲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
身上折射后入网。伤停补时阶段，瑞典奥
尔松突入禁区被米夏埃尔推倒，主裁判先
是判罚点球， 随后在观看VAR视频回放
后认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改判为禁区前
任意球。最终，瑞典以1比0淘汰瑞士。

北欧海盗上次闯入8强还得追溯至
1994年美国世界杯， 瑞典队在那届世界
杯夺得季军。

1比0
小胜瑞士

再不进球，请直接踢点球

北欧
海盗
时隔24年
再进8强

7月3日，瑞典队球员福斯
贝里在比赛中射门得分。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7月2日，日本队
球员乾贵士在比赛
中庆祝进球。

若非亲眼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