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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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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心魔
苏原平

逢 “点 ”必败的英格兰 ，终于破除
了心魔， 时隔28年在点球大战中战胜
对手， 也迎来了12年来的首场世界杯
淘汰赛胜利。

过去的28年间，英格兰在世界杯、
欧洲杯遇到过7次点球大战， 其中6次
栽倒。现任主教练索斯盖特，正是1996年欧洲杯半决赛罚丢
关键点球的“罪人”。

22年后，索斯盖特亲手破除心魔，终结魔咒。即便是点球
大战的压力，已经让哥伦比亚主帅佩克尔曼紧张地捂上了眼
睛， 年轻的三狮军团仍然展现出比前辈更为坚强的内心。他
们在率先射失点球的不利局面下，凭借哥伦比亚第4、第5轮
连续失点和本方球员稳稳命中而笑到了最后。

这一战，英格兰成功“翻身”。因为在比赛的常规时间里，
他们的进球也是一粒点球。目前，队长凯恩已经以6粒进球领
跑世界杯射手榜，其中3粒是点球，堪称球队的大心脏。最不
擅长点球的英格兰，如今最擅长以点球制胜！

破除心魔，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充分的准备。从今年3月
开始，英格兰球员就苦练点球。球队配备了“点球教练”，专门
提供点球数据和心理上的支持。这次点球大战，英格兰确定

主罚点球顺序的方法也相当科学，是根据队员的心理抗
压能力进行安排。

在各路豪门频频爆冷惨遭淘汰的时候，破除心
魔的英格兰似乎太幸运了。 他们只要在1/4决赛击
败瑞典，并在随后的半决赛击败克罗地亚和俄罗斯
之间的胜者，就能时隔52年挺进世界杯决赛。

不过，英格兰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稳定
性不足导致球队创造多次破门机会却屡屡 “花式丢

球”，1/8决赛进入伤停补时暴露出的体能分配问题导致后防
频现漏洞被对手追平， 心态不过硬而在点球大战中率先射失
点球等。

这支被称为近10年来最强的英格兰能走多远？对阵“巨
人杀手”瑞典的1/4决赛，将是三狮军团的一块试金石。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王亮）
今天，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第十
届残疾人运动会发布了赛会会徽和
吉祥物。

第十三届省运会会徽名为“雁之
翔 湘之运”，图形为“奔向前的运动
员”，含数字13变形的“飞雁和湖水”
等元素，人形头部犹如“运动圣火”；
吉祥物名称为“衡娃”，是以衡山为设
计原型，结合“回雁峰、湘江、衡山枫
叶、翅膀”等元素，拟人化塑造的一个
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会徽和吉祥物

的设计，既饱含湖湘和衡阳的文化特
色，又体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运
动精神。

第十届省残运会会徽名称为“奋
进”，由“HY（衡阳）、衡山、江水、10、
运动员、轮椅、运动圣火”等元素所构
成；吉祥物名称为“雁雁”，蕴含衡阳
源远流长的雁文化元素，也将大雁坚
韧不拔的意志力和勇于对抗恶劣自
然环境的高贵品质，与残疾人运动员
坚强意志力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高度契合。

第十三届省运会由衡阳、邵阳两个
城市共同承办， 衡阳市负责承办开、闭
幕式和青少年组26个项目的比赛，邵阳
市负责承办成年组14个项目的比赛。开
幕式将于9月3日晚在衡阳市体育中心
主体育场举行， 闭幕式将于9月14日晚
在衡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赛事从
8月18日开始，为期近一个月。

第十届省残运会将于9月17日至
9月22日在衡阳举行， 设有田径、游
泳、羽毛球、盲人柔道、举重、射击、乒
乓球、飞镖、象棋9个比赛大项。

陈惠芳

好一场乱战。不是乱战中求生，
就是乱战中倒毙。

英格兰与哥伦比亚乱战
了90分钟，再乱战了30分钟。
英格兰乱战中，罚入点球。哥
伦比亚乱战中，头球扳平。

兵荒马乱， 走到最后一
“点”。所有的乱战，所有的乱
象，点到为止。

点球大战，又来了。
英格兰是世界杯点球大

战的“亏损大户”，举世无双。
3次点球大战，全输。

这一次， 英格兰能破了这个魔
咒，迈过这道坎吗？

紧张吗？不紧张。其实紧张。神经
兮兮吗？不神经兮兮。其实神经兮兮。

科学与伪科学、迷信与伪迷信，

聚焦在这一“点”。
破了！ 英格兰破了的不光是魔

咒，更是铁幕。
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哥伦比亚 ，

替代英格兰倒在这一 “点 ”。第一次
点球大战 ，就倒了 。英格兰的魔咒 ，
会不会转嫁到哥伦比亚身上？

加时赛+，乱象点到为止 。曾经
是那么的乱， 曾经是那么的手忙脚
乱。

手忙脚乱 ，辛苦 。辛苦 ，更加手
忙脚乱 。攻防的精力 ，被分散 。从手
脚分散到口舌，从口舌分散到眼神。
乱象丛生，主裁判也是手忙脚乱，也
辛苦。

辛苦了。球员与球迷，教练与裁
判，都辛苦了。

休息几天，休整身心。闯过淘汰
赛的八强，面临更残酷的淘汰赛。

生死未卜，乱象不会停止。

三狮只是运气吗
胡劲波

三狮军团再一次被拖进点球大战，似乎一刹那各路人士
对这支一路看好的英格兰又没谱了，是狮吼震驱阴霾？还是
三狮又被点球打成三喵？

翻翻世界杯的旧账，英格兰3次面临着“俄罗斯转盘赌”，
次次倒在这个离球门最近的罚球位置上，纵然其他国际赛事
甚至是英格兰女足，也都是一胜难求，曾有媒体戏言，“如何
搞定点球大战？”“别让英格兰人罚就好了。”

人们常说，罚点球罚的是运气，是心态。今天的英格兰很
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是靠努力！”如今的英格兰，球员技术
风格、球队战术打法都有了创新。这阵新风也吹在了点球点
上。

自今年3月，队员们就开始练习罚点球，为的就是这次世
界杯不再继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一次次点球练习，踢的
是足球，练的是心态。也许身为主教练的索斯盖特，在1996年
欧洲杯半决赛亲手罚丢英格兰冠军梦的那一刻就领悟到，点
球的运气可以通过努力来逆转。

当戴尔罚进了足以称为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点球时，
索斯盖特的心痛治好了，英格兰足球的心病医好了。哥伦比
亚也被吼回家了。三狮军团终于高仰着头站在了12码。

胜利需要运气，但运气只是机会碰巧遇见了你的努力。

王亮

8强出炉，俄罗斯世界杯热度依
旧。不过，因为上下半区实力略有差
距，球迷颇为吐槽。

但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
如果只想看强队PK和晋级， 不如直
接选出世界最强的32支球队， 踢一
个月的表演赛得了。

大概率上， 有强队的比赛当然
要好看一些，有眼花缭乱的配合、能
力突出的球星， 在强强对话中我们
更能欣赏到竞技足球的纯与美。

但弱队利用合理的技战术 、强
大的团队精神异军突起、笑到最后，
则彰显竞技体育的魅力， 也传递着

鼓舞人心的力量。
本次16强淘汰赛中 ，法

国和阿根廷的碰撞世界瞩
目， 全场7粒进球个个精彩，

姆巴佩的闪耀如
神兵天降 ， 令人
欲罢不能 ； 俄罗
斯 “大巴 ”让 120
分钟比赛味同嚼
蜡， 但他们信念
坚定、不卑不亢，
最终通过点球大
战完成晋级，让人叹服和感怀；亚洲
代表日本将欧洲新贵比利时逼到绝
境，最终以一球之差遗憾出局，堪称
一场最好看、 最刺激的1/8决赛，让
人回味又引人深思。

这些比赛，队伍有强有弱、球队
风格不一、战术打法迥异，但显然都
是精彩和值得铭记的。

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 乃是
幸福本源。”世界杯，有强有弱、风格
迥异，才有火花四射的碰撞、无法预
知的冲突，以及无限的可能性。

下期奖池：5981630962.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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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俄罗斯世界杯16强淘汰赛全部
结束，8强火热出炉， 分别是乌拉圭、
法国、巴西、比利时、俄罗斯、克罗地
亚、瑞典和英格兰。

8支球队中既有轻松晋级的夺冠
热门，也有大爆冷门的黑马；有被寄
予厚望的新贵力量，也有被低估的实
力劲旅。8支球队的绝对实力有高低
之分，但能从32强中杀出重围，说明
每支球队都有各自的杀手锏。狭路相
逢勇者胜，每支球队都不容小觑。

根据赛程设置，8强赛上半区对
阵形势是乌拉圭对阵法国，巴西对阵
比利时，下半区是俄罗斯对阵克罗地

亚，瑞典对阵英格兰。
本届世界杯从预选赛开始，强队的

日子就不太好过，意大利、荷兰连决赛
圈都没能打进，卫冕冠军德国小组赛即
遭出局，西班牙在首轮淘汰赛中被东道
主送回家，阿根廷也提前离场。因此从
绝对实力来看，8支队伍整体竞争力偏
弱，尤其是下半区，只有英格兰和克罗
地亚具备一定竞争力， 但也底气不足，
俄罗斯和瑞典都可以称得上“黑马”。

上下半区的实力明显失衡。 上半
区的4支球队历史上拿过8次世界杯冠
军，无论是法国对阵乌拉圭，还是巴西
对阵比利时， 都堪称决赛级别的争夺。
下半区只有英格兰拿过1次大力神杯，
而且要追溯到遥远的1966年。 本次英

格兰也是时隔12年重返8强， 近几十年
的大赛表现还不如克罗地亚。

不过尽管上下半区实力有差距，
并不代表下半区的比赛没有看点。克
罗地亚和英格兰攻守平衡、 技术出
色，俄罗斯和瑞典精诚团结、防守强
悍，两场比赛都悬念十足。最终不管
谁能闯入决赛，也都够上半区的豪门
球队喝一壶的。

此外，本次8强分别是6支欧洲球
队和2支南美球队，依然体
现了当今世界足坛的实力
格局。

北京时间7月6日22时，4强赛
将火热展开，首场对决将由乌拉圭对
阵法国。

8强火热出炉

实力有高低，各有杀手锏

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

英格兰挺进8强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王亮）

今天凌晨结束的最后一场16强淘汰
赛中， 英格兰和哥伦比亚在120分钟
内战成1比1。进入点球大战，英格兰
顶住压力，以4比3取胜，最终以大比
分5比4获胜，晋级8强。这是英格兰继
2006年世界杯后，再次闯入8强。

第54分钟，哥伦比亚桑切斯禁区
内抱摔放倒哈里·凯恩， 裁判判罚点
球，凯恩操刀主罚得手，收获个人在
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 哥伦比亚
在第93分钟扳平比分，夸德拉多开出
角球， 米纳小禁区前顶出反弹球，皮
球击中横梁下沿弹入大门。

加时赛两队均无建树，进入残酷
的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一直是英格兰人的痛，
1990年世界杯、1996年欧洲杯半决赛、
1998年世界杯、2004年欧洲杯、2006年
世界杯、2012年欧洲杯，英格兰人全都倒
在了点球大战。他们在大赛历史上只赢过
1次点球大战， 就是1996年欧洲杯1/4决
赛赢了西班牙， 世界杯历史上则1次都没
赢过。这一次，英格兰挺过了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中，两队在前两轮分别
命中，第三轮和第四轮，英格兰的亨
德森和哥伦比亚的乌里韦先后失手。
关键的第5轮， 哥伦比亚的巴卡右脚
打门被皮克福德单手封出，戴尔则一
蹴而就，英格兰以4比3惊险取胜。

� � � � 7月3日，英格兰队球员凯恩庆祝
罚中点球。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