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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云东

“如果你够幸运，年轻时在巴黎待过，那么巴
黎将永远跟随着你， 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
宴。” 获得诺贝尔奖后， 海明威曾这样回忆起巴
黎。也许，除了“盛宴”，真的很难有哪个词汇可以
形容这个欧洲艺术之都的气质———有时浓烈，有
时落寞，既古典又摩登。

流动的盛宴，在这个夏天和足球有关，更与巴
黎有关。喀山竞技场，索契，萨马拉，大巴黎球员身
影无处不在，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绝伦的视觉
盛宴。19岁的姆巴佩风驰电掣，一战成名，1.8亿欧元
身价绝非虚名。卡瓦尼继续其飘忽、鬼魅的走位，用
一头一脚送走C罗。 内马尔将王子公园球场的桑巴
舞步带到了萨马拉竞技场，他是艺术足球拥趸们的
最后一丝牵挂。 即使离开，31岁的迪马利亚也要用
一脚世界波来告别。进球榜上，大巴黎球员已经攻
入11球，为所有俱乐部之最。

进入8强，上半区4支球队都有大巴黎球员，这
是俱乐部现象级的盛宴， 世界杯史上未曾有过。
乌拉圭的卡瓦尼，法国的姆巴佩、金彭贝、阿雷奥

拉，巴西的内马尔 、马尔
基尼奥斯、 蒂亚戈·席尔
瓦， 比利时的穆尼耶，他
们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捉对厮杀。

大巴黎的盛宴还将
延续？现在 ，留给我们两
个悬念。

第一，随着梅罗提前离席，“绝代双骄”对金球
奖长达10年的垄断很可能终结，谁能获得今年的
金球奖？目前来看，内马尔和姆巴佩最有希望，前
提是谁能率队捧得大力神杯。有人认为姆巴佩太
年轻， 但别忘了罗纳尔多在1996年获得世界足球
先生时就只有20岁。

第二， 回到俱乐部层面， 大巴黎统治法甲多
年，但始终无法在欧冠赛场取得突破 。没有自己
的足球哲学和理念， 光通过堆积巨星的方式，肯
定成不了真正豪门 。 这支牌面上空前豪华的球
队，需要一个可靠的舵手，新帅图赫尔是位口碑
不错的战术大师， 如果他能处理好更衣室关系，
大巴黎新赛季值得期待。

陈惠芳

7月6日，世界杯重燃战火。从16强赛中突围而
出、杀红了眼的球队，继续捉对厮杀。

首当其冲的是法国，法国首当其冲的是姆巴
佩。姆巴佩这小子，一飞冲天，成了“出头鸟”。

中国有句古训，叫“枪打出头鸟”。不知道法国
有没有类似的古训 。反正 ，姆巴佩被盯上 ，被瞄
准，当在情理之中。

与法国争夺4强席位的乌拉圭，还会让姆巴佩
冲得那么快 ，飞得那么高吗 ？长枪短炮 ，准备着
呢。法国与姆巴佩被普遍看好，乌拉圭也憋着一
口气，想爆一个不是冷门的冷门。

乌拉圭很老，比谁都老。1930年首届世界杯冠

军是谁？是乌拉圭。20年后，再次登顶。黄历确实有
蛮老，但老黄历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乌拉圭是
老牌强队，荣誉与底蕴都在。

凭我的印象，乌拉圭以硬朗甚至野蛮著称。温
文尔雅“秀脚法”的球队，在乌拉圭粗重的“大腿”
面前往往败下阵来。眼下，乌拉圭保持传统的硬
朗，技术更细腻，速度更快。

乌拉圭与法国“有得一打”。法国有“小鲜肉”
姆巴佩，乌拉圭有“老油条”苏亚雷斯 。如果法国
“不幸”被乌拉圭挤出4强，请别惊讶。

是鸟，就得飞，而且要飞得快，飞得高。这是鸟
的使命，也是世界杯的使命。

或许，姆巴佩以其灵敏、机智，会飞出乌拉圭
的射程之外。

周倜

越来越多的球队回家了，诸多主帅的去
留成为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日耳曼战车不愧是 “铁打的 ”。俄罗斯
之行惨遭滑铁卢， 球迷对主帅勒夫的吐槽
不绝于耳。 然而德国足协近日宣布勒夫将
继续留任， 可见德国队对于勒夫12年努力
的认可。其实选择不炒掉勒夫，也与历史有

关———拥有百年队史的德国队， 只请过10
位主帅，“保持专一，用人不疑”或许也是战
车向来不轻易翻车的秘方吧。

不是所有人都有勒夫这般好命。 比如
说西班牙前主帅洛佩特吉， 世界杯开赛在
即的节骨眼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课 ，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西班牙止步16强，近
5成网友将“黑锅”甩给西班牙足协主席卢
比亚雷斯， 近六成以上的球迷将矛头直指

皇马———“要不是你们整些幺蛾子，斗牛士
怎么会轻易掉链子？”

世界杯之前就有人走了， 就更别说世界杯
出局的球队了。法老军团梦碎俄罗斯，主帅库珀
因此下课； 哥斯达黎加宣布在世界杯后不再与
主帅拉米雷斯续约；波兰主帅纳瓦尔卡7月30日
合同到期后也确定不干了。就连“临阵接盘”的
日本主帅西野朗也已卸任， 据说这早在世界杯
之前就说好了。段子君认为，“言而有信”是挺好，

但西野朗的贡献大家也看到了， 临阵磨枪把球
队磨灵光的他还真有两把刷子。

当然目前还是待定的更多。 堪称本届世
界杯最吸粉的塞内加尔主帅西塞一直传言要
下课，该国足协虽赶紧出来辟谣“谁说我要赶
他走”，但尚未正式给个说法；本届世界杯槽
点最多的阿根廷主帅桑保利一直处在卸任传
言的风口浪尖上， 眼下有媒体曝出阿根廷欲
向现曼城主帅瓜迪奥拉抛橄榄枝， 谁来谁走
扑朔迷离；韩国主帅申台龙已回国，他接下来
该去哪儿该干嘛自己也说不准， 巴西名帅斯
科拉里或许会成为韩国足协“新欢”。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7月6日22时 法国队VS乌拉圭队

伤病侵袭乌拉圭队， 法国队
天时地利人和？

这是两支前世界冠军的较量。当然，20
年前捧起大力神杯的法国队， 冠军更有参
考意义一些。

乌拉圭队经验丰富，苏亚雷斯、卡瓦尼、
戈丁、穆斯莱拉，这些球队核心已连续三届携
手参加世界杯。同时乌拉圭队防守了得，由于
阵中有戈丁和吉梅内斯的存在， 乌拉圭队差
不多随身“携带” 着马德里竞技队的防守体
系，目前4场比赛他们只丢了1个球。

法国队则是一帮年轻小伙子， 年轻气
盛是他们的本色， 也是他们的法宝。16强
赛，他们刚刚把“老迈”的阿根廷队送回家。
与攻守相对均衡的乌拉圭队相比， 法国队
明显攻强于守。比赛中，姆巴佩领衔的进攻
线能否爆发，将决定比赛的走势。

抛却实力上的因素， 法国队目前最大
的利好是，乌拉圭队正面临伤病的难题。

在与葡萄牙队对阵时受伤的卡瓦尼据说
恢复不理想，很难在与法国队的比赛中登场。
近期的训练中， 又传来苏亚雷斯受伤的小道
消息。 乌拉圭队在进攻中主要依靠苏亚雷斯
与卡瓦尼的个人能力，如果他俩同时缺席，就
好比老虎没了牙齿，战斗力折损了大半。

不过兵不厌诈， 谁又知道苏亚雷斯是

不是真的受伤了呢？

7月7日2时 巴西队VS比利时队

比利时队是豪门吗？ 巴西队
是块试金石

因“组团”冒出一批青年才俊，比利时
队近几年成为欧洲新晋的豪门球队。 他们
真的是豪门球队吗？ 和五星巴西真刀实枪
来一场，就知道了。

本届世界杯8强中，巴西队和比利时队
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两支———分列第二和
第三。如今在1/4决赛遭遇，被外界形容为
提前上演的决赛。

回顾小组赛，巴西队遇到的对手更强，
4场比赛的整体质量更高，淘汰墨西哥队则
是完胜。比利时队有些踉踉跄跄，小组赛的
大胜几乎没有参考意义，16强赛也被日本
队逼到了悬崖边上。

账面实力， 巴西队和比利时队难分伯
仲，技术风格，两队也都以进攻著称。但从
比赛经验和气质来看， 巴西队则甩了比利
时队几条街。 尤其是经历了上届梦魇般的
一场比赛后， 巴西队众志成城要在本届世
界杯找回颜面， 比利时队碰上这样的巴西
队也是运气不好。

不过足球比赛从来都是一切皆有可
能。面对强大的巴西队，既是巨大的挑战，
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比利时队“黄金一
代”要想名垂青史，必须经历这样的考验。

浪奔浪涌，谁走谁留段子说

� � � �北京时间7月6日，8强对决将火热开场， 率先展开的上半区分别由南美球队乌拉圭、
巴西对阵欧洲球队法国和比利时，由于4支队伍实力强劲，被外界誉为决赛提前上演———

“欧美”PK，
“决赛”提前上演

别忘古训，枪打出头鸟

大巴黎盛宴

� � � � 6月23日， 比利时队球员埃·阿扎尔
（前）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